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

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结论或呈正相

关关系，或呈负相关关系，或呈倒U型关系，或呈N型

曲线关系，或二者无关。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结论

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笔者在认真拜读多项研究

成果之后，认为样本差异是结论存在差异的一个重

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直接的关系，即股权集中度是

通过多层次的中间环节因素间接影响公司绩效的。

如图所示，股权集中度决定或影响公司治理结

构，公司治理结构影响公司治理主体、资源配置、经

营管理及要素分配等有关公司治理具体事项的分析

判断和方案选择，并通过其运作得失再影响公司绩

效。由于特定期间的股权集中度变化不一定是中间

环节因素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更不一定是公司绩效

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所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

关系往往是隐性的，即公司绩效不一定能体现出股

权集中度的特征。因此，过去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

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无视其他因素的存在，把二者直

接捆绑在一起，不仅没有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没

有实践价值。

为此，笔者建议以后此类研究转换一下思路，充

分尊重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把研究的重

点聚焦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的关系上来。

理由如下：第一，股权集中度影响公司治理层、管理

层的权责安排，它与公司治理缺失的多少存在直接

的因果关系。什么类型的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的缺

失可能会偏多些？什么类型的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

的缺失可能会偏少些？这正是公司治理实践所需要

了解的问题。第二，研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

的关系，有利于剖析公司治理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指

导公司对症下药，提高绩效。第三，公司治理缺失是

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因素，公司治理缺失发生得越

多，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探寻何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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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集中度最有利于防治或削减公司的治理缺

失，几乎等同于探讨提升公司绩效的最佳股权集中

度。第四，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多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

后者是股权集中度单一因素变化对公司绩效所产生

的影响。很显然，研究者更加关注后者。

二、研究指标的选取及量化

（一）股权集中度

股权集中度是用于衡量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影

响）程度的指标，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

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量化指标。这一指

标的作用主要在于描述公司股权分布状态，也是衡

量公司治理结构稳定性、分析预测公司市场行为的

重要指标。

1. 股权集中度研究视角。研究股权集中度，目

前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四种：

（1）公司股东规模视角。股权集中度可以用股东

平均持股数占总股份数的比例（ ，Xj为第 j

位股东的持股数）来衡量。股东数越多，股东平均持

股数越少，所占总股份数的比例越小，股权越分散；

反之，股权越集中。

（2）大股东影响视角。股权集中度可以用前几大

股东持股数占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CRn指数 ，CRn=∑
i = 1

n
Xi ，Xi为第 i位大股东持股数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重）来衡量。如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CR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CR10）等。CRn

的变化反映了大股东对于公司发展前景的预期，若

CRn本期比上期有所增大，则说明公司股权有集中

的趋势；反之，则说明公司股权有分散的趋势。

（3）大股东制衡视角。股权集中度可以用大股东

之间持股比例的比值（Z指数）来衡量。如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比

值Z（1，10）=CR1/（CR10-CR1）。Z指数越大，第一大

股东受制约的程度越小，主导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

权也越大；Z指数越小，牵制第一大股东的能力越

强，除第一大股东外的其他大股东“用手投票”的效

用越大，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越高。

（4）大股东分布视角。股权集中度可以用前n位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赫芬德尔指数Hn，Hn=

∑
i = 1

n
X2

i ，Xi为第 i位大股东持股数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比重）表示。与CRn相比较，Hn指数的效用在于对

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平方处理后，会出现“马太效应”，

即持股比例大的与持股比例小的在平方之后二者之

间的差距拉大，从而更加突出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

差距。前n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越大，则公

司的股权越集中；反之，股权越分散。

由此可见，股权集中度的研究视角不同，反映股

权集中度量化指标的内涵及其计算方法也不同。不

同研究视角的股权集中度指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它们所得出的股权集中或股权分散的结论是可能相

悖的。所以，研究股权集中度，必须明确选定股权集

中度的研究视角。

2. 股权集中度指标的选取。不同研究视角的股

权集中度指标各有其长处，如何选择应根据研究的

目的来进行。

（1） 指标能计量每一个股东平均持股

数，由于散户股东进出频繁，且基本无意参与公司治

理（或根本不可能参与），对公司绩效也不十分关心。

所以，如果从公司股东规模视角来研究股权集中度，

鉴于股东总数的动态变化，任一时点上的股东平均

持股数都缺乏应有的代表性和实际研究价值。因此，

本文研究不选取该指标。

（2）CRn指数可以计量到研究者所需要的前几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十分便于前几大股东之间相互

比较其持股比例，同时有助于研究者定期考察公司

大股东持股数的增减变化。所以，本文研究决定选用

CRn指数。

（3）Z指数的衡量结果是比例值，如 Z（1，10）=
CR1/（CR10-CR1），即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

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进行比较，可以反

映第二至第十大股东行动一致时与第一大股东的制

衡程度。Z＞1，说明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很可能会

侵害中小股东利益；Z≤1，说明公司前几大股东之间

比较容易发挥牵制作用。所以，本文研究决定选用Z
指数。

（4）Hn指数借助于“马太效应”，对Hn指数进行

放大或是缩小，以期产生视觉冲击力，却因此影响了

其客观性。考虑到CRn指数与Hn指数判断股权集

中度的趋势是同向的，所以，本文研究决定不采用

Hn指数。

3. 股权集中度指标的量化。选择CRn与Z指数

反映股权集中度，同时结合长期股权投资中对控制、

重大影响的基本判断标准，进行股权集中度的定性

X̄ ∑
j = 1

n
Xj

X̄ ∑
j = 1

n
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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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定量描述，结果见表 1。指标量化标志选择

CR1和Z（1，10），CR1是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主

要用于判断是否属于控制或重大影响；Z（1，10）主要

用于考察前十大股东之间的制衡程度，同时也与上

市公司公开前10大股东持股信息的初衷相吻合。

（二）公司治理缺失

公司治理缺失是指由于公司制度设计瑕疵、利

益主体利欲熏心、法人主体越权或渎职等原因，公司

发生违法、违规、失信事件，或不作为、乱作为而造成

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

1. 公司治理缺失指标的选取。在公司治理实践

中，大股东侵占、违规担保、假账假信息、盲目扩张、

投资决策失误、产品竞争力弱、主业停顿、无偿债能

力、内部管理不善、多年不分配利润、资产被抵押或

查封等情形，都反映公司存在治理缺失问题。笔者通

过梳理分析，将公司治理缺失的主要问题划分为四

类，并分别与公司治理主体缺失、资源配置缺失、经

营管理缺失、要素分配缺失相匹配。这样，以公司治

理缺失为一级指标，下设治理主体缺失、资源配置缺

失、经营管理缺失、要素分配缺失四个二级指标。同

时，运用枚举法列出每一个二级指标的考察点，例如

将产品竞争力弱、主业停顿、无偿债能力、内部管理

不善、逾期应收账款多等列为公司经营管理缺失的

考察点。

2. 公司治理缺失指标的量化。基于对公司治理

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公司治理缺失指标的计量采

用对号入座计数法，具体做法是：按四个二级指标的

考察点逐点过筛判断公司是否存在治理主体缺失、

资源配置缺失、经营管理缺失和要素分配缺失问题；

在每一个二级指标内，有几个考察点存在问题，该二

级指标的计数就为几项；最后，合计四个二级指标的

项数，即为公司治理缺失一级指标的项数。需特别注

意的是：考察点问题发生的情形可能有多种，但不管

具体发生了一种情形还是多种情形，其一个考察点

的计数只能为 1项，不重复计算。例如：公司治理主

体缺失二级指标中设置了一个“大股东侵占”考察

点，某上市公司既存在控股股东挪用募集资金且久

拖不还的情形，又存在控股股东高价将其产品出售

给该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暗中转走该公司利润的

情形，其“大股东侵占”考察点的计数只能为1项。之

所以约定不重复计算，是因为必须考虑指标的可比

性问题。

公司治理缺失一级指标和四个二级指标的计数

结果反映的考察点缺失项数越多，说明公司治理缺

失问题越严重。

三、研究样本及数据处理

鉴于公司治理缺失量化统计的需要，必须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治理的全貌。笔者以沪深截至2010
年 12月 31日终止上市的 43家公司为例，充分利用

公司公开的信息资料及大量的相关分析文章，对各

类信息进行了数据采集和处理。

1. 股权集中度样本数据。根据43家公司第一至

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资料，在分别计算出CR1、

CR10和Z（1，10）的数值之后，按照表1中股权集中度

定量描述的条件，经整理后的沪深43家终止上市公

司股权集中度分类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股权

相对集中公司最多，为17家，占39.53%；股权高度分

散和股权绝对集中公司比较少。

2. 公司治理缺失样本数据。通过对43家终止上

市公司相关资料的阅读、分析和判断，采用对号入座

计数法，分别统计出四个二级指标各考察点存在问

题的公司家数，如表 3所示。可见，多年不分配是终

止上市公司的通病；大股东侵占、逾期违规担保、假

账假信息、主业停顿、内部管理不善、无偿债能力、资

不抵债、涉及诉讼等是大多数终止上市公司都存在

的问题；盲目扩张、投资决策失误、资产被抵押或查

封、产品竞争力差、逾期应收账款等也是终止上市公

司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实证分析

1.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考察点项数关

系的分析。按照股权集中度的五种定性判断将43家
终止上市公司分成 5组，分别计量各组治理主体缺

失、资源配置缺失、经营管理缺失、要素分配缺失和

公司治理缺失考察点存在问题的项数，并计算出各

组平均每家公司的治理缺失项数，具体数据见表4。
可见，股权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缺失一级指标和二

级指标的项数存在差异，股权集中度为高度集中状

态时，公司治理缺失发生的项数最少。

股权集中度定性判断

绝对集中

高度集中

相对集中

相对分散

高度分散

股权集中度定量描述

CR1＞50%
20%≤CR1≤50%且Z（1，10）≤1
20%≤CR1≤50%且Z（1，10）＞1

CR1＜20%且Z（1，10）≤1
CR1＜20%且Z（1，10）＞1

表 1 股权集中度指标量化

□·12·财会月刊2017.26



2.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相关性分析。按

照股权集中度的五种定性判断将 43家终止上市公

司分成5组，绝对集中组N=5、高度集中组N=11，相
对集中组N=17、相对分散组N=9、高度分散组N=
1，利用 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出各组的相关系数及

显著水平数据，整理成表 5。可见，在股权绝对集中

组中，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CR1、Z（1，10）均呈现强负

相关性；在股权高度集中组中，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呈现正相关性；除此之外，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Z（1，10）几乎不相关，且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1. 沪深 43家终止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差异很

大，从绝对集中到高度分散 5种类别均有企业包括

在内。启示一：任何股权集中度的公司

都有可能存在治理缺失问题，期望通

过优化股权结构来彻底消灭公司治理

缺失的想法是幼稚的。

2. 股权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缺

失项数不同。在股权绝对集中状态下，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较少；在股权高度

集中状态下，公司治理缺失项数最少；

在股权相对集中、相对分散和高度分

股权集中
度分组

绝对集中

高度集中

相对集中

相对分散

高度分散

股权集中度指标选择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Z（1，10）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Z（1，10）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Z（1，10）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Z（1，10）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Z（1，10）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0.952∗

-0.900∗

0.606∗

0.363

-0.188

0.220

-0.152

-0.641

显著水平

0.013

0.037

0.048

0.272

0.470

0.397

0.696

0.063
缺失
类别

治理
主体
缺失

资源
配置
缺失

考察点

大股东侵占

逾期违规担保

假账假信息

盲目扩张

投资决策失误

资产被抵押或
查封

公司
家数

26
25
28
13
11

13

缺失
类别

经营
管理
缺失

要素
分配
缺失

考察点

内部管理不善

产品竞争力弱

主业停顿

无偿债能力

逾期应收账款多

多年不分配利润

涉及诉讼

资不抵债

公司
家数

36
16
23
28
14
43
30
26

股权集中
度分类

绝对集中

高度集中

相对集中

相对分散

高度分散

公司
家数

5
11
17
9
1

治理主体
缺失

项数

9
18
34
15
3

平均

1.80
1.64
2.00
1.67
3.00

资源配置
缺失

项数

4
4
15
13
1

平均

0.80
0.36
0.88
1.44
1.00

经营管理
缺失

项数

15
29
46
25
2

平均

3.00
2.64
2.71
2.78
2.00

要素分配
缺失

项数

10
24
42
21
2

平均

2.00
2.18
2.47
2.33
2.00

公司治理
缺失

项数

38
75
137
74
8

平均

7.60
6.82
8.06
8.22
8.00

股权集中度
分类条件

CR1＞50%

20%≤CR1≤50%
且Z（1，10）≤1

20%≤CR1≤50%
且Z（1，10）＞1

CR1＜20%且
Z（1，10）≤1

CR1＜20%且
Z（1，10）＞1

符合分类条件的
公司简称

∗ST石化A、∗ST南华、
ST银山、∗ST环保、
∗ST中川
∗ST比特、∗ST佳纸、
∗ST大菲、∗ST长兴、
∗ST联谊、S∗ST云大、
PT水仙、ST国嘉、
ST生态、S∗ST龙昌、
∗ST达曼

ST中侨、ST鑫光、
ST五环、∗ST猴王、
PT南洋、∗ST托普、
PT粤金曼、ST九州、
∗ST华信、S∗ST精密、
S∗ST国瓷、∗ST华圣、
∗ST数码、∗ST哈慈、
S∗ST金荔、∗ST龙科、
ST鞍一工

PT金田Ａ、PT中浩Ａ、
ST宏业、∗ST龙涤、
∗ST花雕、∗ST鞍成、
∗ST斯达、∗ST北科、
∗ST信联

ST海洋

公司
家数

5

11

17

9

1

股权集中度
定性判断

绝对集中

高度集中

相对集中

相对分散

高度分散

表 2 沪深43家终止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分类统计

表 3 沪深43家终止上市公司各考察点
存在问题统计

表 4 沪深43家终止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项数

表 5 沪深43家终止上市公司治理缺失与
股权集中度相关性

注：∗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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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三种状态下，公司治理缺失项数比较多。启示二：

股权高度集中或许是目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宜的架

构区域。假如存在这一区域，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

缺失就呈现为不对称的U型影响，而股权集中度与

公司绩效的关系或可间接推出偏多于呈现不对称的

倒U型关系。启示三：股权集中度是通过左右公司

治理结构而影响公司治理缺失的，鉴于公司治理缺

失的实际状况，在任何股权集中度下，目前公司治理

结构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3. 股权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缺失的内部结构

不同。在股权绝对集中状态下，公司经营管理的缺失

严重一些；在股权高度分散状态下，公司治理主体的

缺失严重一些。启示四：公司治理缺失有治理主体缺

失、资源配置缺失、经营管理缺失和要素分配缺失四

种类别，股权集中度不同，四种类别的缺失发生的概

率不同。当公司股权集中度一定时，应该尝试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来重点防控公司的某类治理缺失；当公

司治理缺失有一个具体的限控要求时，应该尝试适

度调节股权集中度，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4. 当CR1＞50%时，Z（1，10）＞1是必定的，公司

治理缺失项数与CR1、Z（1，10）呈现强负相关性。启示

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受制衡程度越小，公

司治理缺失的项数越少。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股独

大”的业界共识相悖，但不尽然。公司治理缺失项数

少，不等于公司治理缺失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小。

只有深入分析公司治理缺失考察点问题的性质及危

害程度，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5. 当20%≤CR1≤50%且Z（1，10）≤1时，公司治理

缺失项数与CR1呈现正相关性，大股东之间具备较

强的制衡能力，公司治理主体缺失的项数少。启示

六：股权制衡能够有效地抑制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行为，股权制衡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启示

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且有其他大股东

存在的股权结构在总体上有利于经营激励、收购兼

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具有该种股

权结构的公司的绩效趋于最大。启示八：要积极引导

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降低持股比例，由目前的平

均水平44.26%降低到25%左右。

6. 当 20% ≤CR1≤50% 且 Z（1，10）＞1，或 当

CR1＜20%且 Z（1，10）≤1 时，公司治理缺失项数与

CR1、Z（1，10）几乎无关或相关性不显著。启示九：这

是两个公司治理问题纷杂的区域，股东与管理层影

响力此消彼长，股东“搭便车”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

高发，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摩擦多数以牺牲公

司治理效率为代价。因而，公司治理缺失的项数可能

会比较多，但与股权集中度区域内的有限变化关系

不大。

7. 当CR1＜20%且Z（1，10）＞1时，因样本稀少，

不便进行相关性分析。启示十：过去过低的股东法律

保护程度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

因而，股权集中度高度分散的公司非常少。提醒今后

要更加注重法律、规则的公平、公正。

六、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1. 局限性。

局限一：将公司治理缺失划分为治理主体缺失、

资源配置缺失、经营管理缺失和要素分配缺失四种

类别是否恰当，还有必要商榷。特别是各类缺失考察

点的设置及其匹配关系，主观性成分较多，尚需进一

步斟酌。

局限二：公司治理缺失的计量基于研究者的主

观判断，既要对样本公司十分熟悉，又要具备专业的

判断能力。本文以沪深终止上市多年的公司为研究

样本，可资借鉴的材料多，便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假

如重新选择另外一个样本研究，研究的困难不会少。

2. 展望。在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

下，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定然炽热不退。由于股权集

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劳而无功，它势

必要寻求另外一个突破口，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

效关系的研究”转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缺失的

关联性研究”，是笔者认为的可行探索方向。希望本

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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