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募、并购与公司经营绩效

【摘要】超募会带来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因此部分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研究此情形下

超募资金、并购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

超募资金、并购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带来的

代理问题，会降低公司经营绩效，并且超募率与公司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超募率越高，公司经营绩效

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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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正式推

出以来，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

IPO）的公司部分存在超募融资现象，即实际募得资

金净额大于计划募集资金规模。2009年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推出后，市场超募融资现象更加明显。截

至 2012年 10月 9日，创业板 356家上市公司整体计

划募集资金总额 868.704亿元，实际募得资金净额

2135.049亿元，超募率为 145.77%，而我国股市近二

十年的平均超募率为 41.51%（方军雄、方芳，2010）。
由此可以看出，创业板 IPO融资超募现象更为突出。

创业板高超募的现象是股票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

所导致的（蒋欣、李全，2010），投资者对创业板公司

高成长性、高收益性的预期使得股价过高。如何使用

巨额超募资金以帮助公司获得最优的经营绩效是市

场最为关心的问题。

为了规范创业板超募资金的使用，我国监管机

构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规定）。其中明确提出超

募资金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得为他人提供财务

资助或用于开展创业投资、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

委托理财等高风险投资。对处于成长期的创业板公

司来说，其主营业务很难高效率地消化掉巨额的超

募资金，从而导致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然而，并

购作为公司规模迅速扩张、公司实力快速增长的一

种方式，可以在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规模经济的同

时，符合规定地消化掉巨额的超募资金。创业板公司

在 IPO后并购重组活动日趋活跃，积极谋求外延式

扩张（周稚犀，2014）。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无

论是从寻求超募资金有效利用、减少代理成本的角

度，还是从市场竞争、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带来协同效

应的角度来看，并购都是使用超募资金的一种较好

方式。

创业板是新兴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其上市

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其他板块公司或海外上市公司的

结构不尽相同。同时，公司为使用受限的巨额超募

资金寻求出路所做出的并购决策带来的协同效应，

与经过谨慎斟酌、反复推敲论证的常规并购决策

带来的协同效应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以上两点决定

了现有的并购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使用超募资金进

行并购的创业板公司的经营绩效。因此，不管是对于

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研究超募资

金用于并购与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都具有现实

意义。

由于创业板 IPO融资超募现象更为突出，所以，

本文选取 2009 ~ 2012年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作为

研究样本，首先研究超募资金用于并购与否与公司

经营绩效的关系，然后选取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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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进一步分析超募率的高低对公司绩效的影

响，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使用超募资金

进行并购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带来的代理问题，会

降低公司经营绩效，并且超募率与公司经营绩效呈

反方向变动，超募率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与以往研究不同，

首次在超募的大背景下，研究了并购与公司经营绩

效的关系，探讨了超募资金用于并购与否对公司经

营绩效的影响。其次，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巨额超募资

金为其并购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本文创

新性地研究了超募率的高低对并购后公司经营绩效

的影响。最后，提供了微观层面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

资金用于并购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的相关数据，

为监管机构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规定提供了参考依

据，对提高上市公司 IPO募集资金的有效性、提高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市场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其主要

功能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而 IPO市场大量超募资

金则是资金过度配置的表现。蒋欣和李全（2010）、方
军雄和方芳（2011）的研究均指出超额的资金配置降

低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因为某一企业的过度融

资意味着市场上其他优质企业融资机会的减少。由

于资本市场的错配，取得巨额超募资金的公司在满

足自身预期的资金需求后，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

从而引发代理问题。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管

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作为理

性人的管理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做出不利于公

司发展的决策。当公司经营中出现大量自由现金流

时，代理问题所导致的管理者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

问题会更加严重。

Jensen（1986）首次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公司

在投资了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后所拥有的现金流被

称为自由现金流。然而 Jensen指出，在拥有大量自由

现金流的情况下，相较于将其通过回购股票、发放现

金股利等方式发放给股东，经营者更倾向于实施多

元化投资、进行兼并收购，通过构建“企业帝国”来扩

大公司规模，从而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Blanchard
（1994）研究发现，当企业拥有“意外之财（windfall）”
时，大部分公司会用其进行收益较差的投资而不是

给股东发放股利。Lang和Walking（1991）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进行并购的公司获得的市场回报为负。公

司实施的并购可能是对公司价值有损害的机会主义

行为，而非理性的、经过谨慎分析、反复推敲论证的

并购行为。Richardson（2006）发现，自由现金流多的

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比较严重。

龙丽娜（2012）在分析超募资金使用去向时指

出，理性的并购决策需要一定时间的调研分析和缜

密论证，利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并购，公司有可能会

遭遇收购资产溢价过高、指向不足的并购事件。夏芸

和徐欣（2012、2013）先后探讨了 IPO超募资金使用

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后果，发现有效的内

部治理机制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超募资金使用过程

中的代理问题；同时超募公司大都存在投资过度的

现象，给企业未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张志宏和袭靓

（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会利用超募资金所带来

的自由现金流进行迎合性投资，从而降低了超募资

金的使用效率。谢获宝和谭郁（2014）发现，公司投资

效率与超募率呈反方向变动。邢斌和徐龙炳（2015）
研究了超募资金用于投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发现

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存在自由现金流的

代理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 1：对于 IPO超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进行并购会降低公司的经营绩效。

Lamont（1997）通过研究美国的石油公司发现，

管理层直接控制的现金数量对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

有一定的影响。Doukas和 Pantzalis（2008）通过研究

分析师的作用，发现超募资金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李刚和赵志明（2012）研究指出上

市公司超募率与 IPO融资效率负相关。这主要是因

为超募资金难以进行高效的投资，进而降低了公司

的经营业绩。张志宏、徐志立和李倩（2013）的研究表

明高超募率公司与低超募率公司相比，融资约束更

弱。这是由于代理问题而导致的超募资金过度投资。

超募使公司获得了大量的自由现金流，但是降低了

IPO融资的市场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 2：对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创业板

上市公司，超募率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2009 ~ 2012年，创业板的超募率为 145.77%，明

显高于我国股市平均超募率，创业板 IPO融资超募

现象更为突出。本文选取 2009 ~ 2012年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 356家公司为初始样本，执行

如下筛选：①剔除被撤销、终止上市的公司；②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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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募的公司。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44个，其中使用

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样本 137个，未使用超募资金

进行并购的样本 207个。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首发

指标数据、募集资金投向数据、财务报表数据。其中

首发指标数据和募集资金投向数据来自WIND数

据库，财务报表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控制

极端异常数据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连续

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变量定义

1. 主要解释变量。

（1）并购规模（Merger）。该变量为并购金额与超

募金额的比率，衡量是否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及

并购规模大小（王艳等，2014）。
（2）超募率（Supratio）。该变量为超募资金比率，

是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预期募集资金的差与预期

募集资金的比值（谢获宝等，2014）。超募资金比率

越高，公司募集资金超出预期的越多，超募情况越

严重。

2. 被解释变量——公司经营绩效（Performance）。

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Fan等，2007；王艳等，2014；黄
俊等，2013；李远鹏等，2009），选取以下四个变量作

为公司经营绩效的代理变量：Change in ROA、
Change in ROE、Change in ROS和Growth in Sales，

分别是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收益率

在 IPO前后三年的平均变化量以及销售收入在 IPO
前后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平均变化量是 IPO后三年

（包括 IPO当年）各指标均值与 IPO前三年各指标均

值的差值。平均增长率是 IPO后三年（包括 IPO当

年）销售收入均值与 IPO前三年销售收入均值相比

的增长率。

3.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上市公司 IPO发

行规模、公司杠杆水平、公司规模大小、所处行业等

特征都会影响公司经营绩效（邢斌等，2015；王艳等，

2014；黄俊等，2013）。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对以上因

素进行控制。其中，发行规模（Scale）是上市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自然对数；杠杆水平（Lev）是公

司 IPO当年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资产与总负债的比

率；公司规模（Size）是公司 IPO当年总资产的自然

对数。由于创业板是在 2009年正式推出，其发行情

况在没有前期参照的情况下有所不同，所以控制了

年份变量Year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同时，按照证监

会行业分类标准控制了行业变量 Industry对回归结

果的影响。由于创业板公司大部分都处于制造业，处

于其他行业的公司数目不多，所以仅按照是否处于

制造业进行分类，即上市公司处于制造业取1，否则

取0。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变量符号

Change in ROA
Change in ROE
Change in ROS
Growth in Sales

Merger
Supratio
Scale
Lev
Size
Year

Industry

变量名称

ROA平均变化量

ROE平均变化量

ROS平均变化量

Sales平均增长率

并购规模

超募率

发行规模

杠杆水平

公司规模

年份

行业

变量说明

（ROAt＋ROAt+1+ROAt+2）/3-（ROAt-3＋ROAt-2+ROAt-1）/3
（ROEt＋ROEt+1+ROEt+2）/3-（ROEt-3＋ROEt-2+ROEt-1）/3
（ROSt＋ROSt+1+ROSt+2）/3-（ROSt-3＋ROSt-2+ROSt-1）/3
IPO后三年销售收入均值与 IPO前三年销售收入均值相比的增长率

并购金额与超募金额的比率

（募集资金净额－预期募集资金）/预期募集资金

发行股票数量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与总负债的比率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2009年取1，其他取0
制造业取1，其他取0

表 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1. 超募资金用于并购与否与公司经营绩效。对

假设 1进行检验，在控制了公司首次上市发行股票

的规模（Scale）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条件下，研究使用

超募资金进行并购与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建

立如下回归方程：

Performance=β0+β1Merger+β2Scale+β3Lev+
β4Size+β5Industry+ε

其中，选取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E，
Change in ROS和Growth in Sales作为公司经营绩

效（Performance）的四个代理变量，来衡量公司盈利

能力和产出水平，从而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化。

2. 超募率、并购与经营绩效。对假设 2进行检

验，选取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 137个样本进行

实证分析。同样，在控制了公司首次上市发行股票的

规模（Scale）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条件下，根据样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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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率情况将并购样本分为高超募组和低超募组进行

以下回归分析。其中，公司经营绩效（Performance）
代理变量的选取与总样本相同，研究不同超募情况

下发生并购的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动情况。

Performance=β0+β1Supratio+β2Scale+β3Lev+
β4Year+ε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2009 ~ 201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情况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此期间共有 356次 IPO，

超募公司数达到344家，占 IPO公司总数的97.74%；

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公司数有 137家，占超募

公司总数的 39.83%。可以看出，创业板上市公司大

部分都存在着超募现象，部分超募公司会使用超募

资金进行并购。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募公司占

IPO公司总数的比例有所下降，由2009年的100%下

降到 2012年的 94.59%，下降幅度不大。超募仍旧是

创业板的普遍现象。然而，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

公司比例并没有随着超募率的下降而下降，稳定在

40%左右。并购仍然是创业板超募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的主要方式。

表3报告了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公司相关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超募率（Supratio）的均

值为1.731，说明总体上并购公司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都达到预期募集资金的两倍，超募程度较高。杠杆

水平Lev的均值为 0.141，中位数为 0.123，中位数小

于均值，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即样

本公司超募资金较多，不需要举债经营。

（二）超募、并购与经营绩效

1. 超募资金用于并购与否与公司经营绩效。这

里主要分析公司在 IPO后是否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

购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将样本公司按照是否进

行并购分成两类，分别对公司 IPO前三年与后三年

的经营绩效变量进行配对T检验，然后对比其变化

情况进行分析。表 4报告了样本公司在 IPO前后公

司经营绩效的表现。对于总样本，Change in ROA和

Change in ROE 显著为负，表明公司在 IPO 后

ROA、ROE下降，因为公司在 IPO 超募后股本较之

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Change in ROS显著为负，

表明公司销售收益率有所下降。Growth in Sales显
著为正，表明公司在 IPO之后销售收入有所增长。按

公司是否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分类，Change in
ROE 和 Growth in Sales 在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S则有着显著的不

同，可以看出并购加速了ROA、ROS的进一步下

降，未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公司显著优于使用

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公司。

表5给出了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与否对公司

经营绩效影响的回归数据。这里分别研究使用超募

资金进行并购与否对公司ROA、ROE、ROS和Sales
变动情况的影响。选取Merger变量来反映公司是否

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即进行并购的公司该变量

的值为并购金额占超募金额的比例，没有进行并购

的则取0。可以看到，解释变量Merger对被解释变量

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E和Growth in Sales
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对被解释变量Change in ROS
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

并购会降低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收

入增长率，对销售收益率的影响不大。由于总资产收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计

IPO
公司
数

36
118
128
74
356

超募
公司
数

36
116
123
69
344

占 IPO
公司比
例（%）

100
98.31
96.85
94.59
97.74

将超募资金
用于并购的

公司数

19
46
50
22
137

使用超募资金
进行并购的公
司占超募公司
的比例（%）

52.78
39.66
40.65
31.88
39.83

变量

Supratio
Scale
Lev

样本数

137
137
137

平均数

1.731
7.676
0.141

中位数

1.588
7.603
0.123

最大值

4.557
9.105
0.427

最小值

0.225
6.908
0.019

标准差

0.932
0.403
0.093

表 2 2009~2012年 IPO公司超募情况

表 3 IPO超募公司并购情况

变量

Change
in ROA
Change
in ROE
Change
in ROS
Growth
in Sales

总样本

－12.243∗∗∗

－26.366∗∗∗

－3.033∗∗∗

17.823∗∗∗

超募资金
用于并购

－13.253∗∗∗

－27.796∗∗∗

-3.997∗∗∗

20.781∗∗

超募资金
不用于并购

－11.574∗∗∗

－25.420∗∗∗

－2.694∗∗∗

14.236

两者之差
（均值差
异检验）

－1.679∗

－2.376

－1.303∗∗

6.545

表 4 IPO前后公司经营绩效表现的比较

注：∗∗∗、∗∗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
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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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原本就是负增长，将超募资金

用于并购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下降。用超募资金进

行并购导致公司经营绩效的下降，原因有以下两方

面：一是大量超募资金带来的自由现金流导致了代

理问题（夏芸和徐欣，2012）；二是与经过一定时间的

调研分析和缜密论证的并购不同，公司有可能会遭

遇收购资产溢价过高、指向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公

司经营绩效的下降（龙丽娜，2012）。

2. 超募率、并购与经营绩效。这里主要研究使

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Merger≠0）的子样本，进一步

考察超募率的高低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将并购

的样本按照超募率分为高低两组，将超募率高于均

值的公司计入高超募组，超募率低于均值的公司计

入低超募组。表 6报告了超募率不同的两组样本经

营绩效的差异，可以看出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E和Change in ROS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Growth in Sales在两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表明超募率会对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

率和销售利润率的增长产生影响，对销售收入增长

率影响不大。

表7给出了对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创业

板上市公司，超募率的高低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

回归数据。选取 Supratio变量来代表并购公司的超

募率，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发行规模、杠杆水平和

年份后，解释变量 Supratio对被解释变量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E、Change in ROS 和 Growth
in Sales的影响均为负且显著。对于使用超募资金进

行并购的公司，其超募率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低。

超募率越高，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销

售利润率和销售收入的增长越缓慢，即超募率低的

公司经营绩效优于超募率高的公司。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对于假设1，对公

司经营绩效Performance的四个代理变量Change in
ROA、Change in ROE、Change in ROS 和 Growth
in Sales的处理方法做了些许改动，由原本的 IPO前

后三年均值的差值改为 IPO前三年的中位数和 IPO
后三年的中位数的差值，来反映 IPO前后公司经营

绩效的变动。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相似，并无实

质性差异。对于假设2，对按照超募率划分高低超募

组的标准做了改变，由之前超募率的平均数改成了

超募率的中位数，即将高于超募率中值的公司计入

高超募组，低于超募率中值的公司计入低超募组。回

归结果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基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

以判定，本文结论是可靠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并购的角度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超募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公司 IPO超募融资会给

公司带来大量的自由现金流，而公司所有权和经营

变量

Cons

Merger

Scale

Lev

Size

Industry
N

Adjust R2

Change
in ROA
-0.227∗∗

（-2.485）
-0.040∗∗

（-2.109）
0.069∗∗∗
（5.367）
0.370∗∗∗
（9.310）
-0.043∗∗∗
（-4.100）

控制

344
0.264

Change
in ROE
-0.076

（-0.501）
-0.065∗∗

（-2.056）
0.139∗∗∗
（6.477）
0.333∗∗∗
（5.015）
-0.113∗∗∗
（-6.508）

控制

344
0.166

Change
in ROS
-0.200∗∗

（-2.268）
-0.050

（-1.635）
0.001

（0.020）
-0.036

（-0.930）
0.015∗

（1.690）
控制

344
0.041

Growth
in Sales
-0.878

（-0.406）
-0.372∗∗∗
（-2.787）

0.416∗
（1.704）
-0.097

（-0.021）
0.478∗∗∗
（3.976）

控制

344
0.086

变量

Cons

Supratio

Scale

Lev

Year

N

Adjust R2

Change
in ROA

-0.492∗∗∗
（-3.890）

-0.020∗∗∗
（-2.835）

0.046∗∗∗
（2.718）

0.310∗∗∗
（4.160）

控制

137

0.243

Change
in ROE

-0.753∗∗∗
（-3.460）

-0.036∗∗
（-2.936）

0.068∗∗
（2.338）

0.184
（1.438）

控制

137

0.156

Change
in ROS

-0.228∗∗
（-1.976）

-0.049∗
（-1.670）

0.025∗
（1.654）

-0.059
（-0.874）

控制

137

0.062

Growth
in Sales

4.244∗∗∗
（3.017）

-0.194∗∗
（-2.236）

0.422∗∗
（2.471）

-0.628
（-0.758）

控制

137

0.106

变 量

Change in ROA
Change in ROE
Change in ROS
Growth in Sales

高超募组

－14.791∗∗∗
－30.421∗∗∗
－3.697∗∗∗
21.276∗∗

低超募组

－12.190∗∗∗
－25.981∗∗∗
－2.394∗∗∗
15.436∗∗

两者之差
（均值差异

检验）

－2.601∗∗∗
－4.440∗∗
－1.303∗∗

6.545

表 5 超募资金用于并购对公司绩效的回归

表 6 超募率不同的并购公司经营绩效比较

表 7 超募率对并购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回归

注：括号中为 t值，下同。

2017.27财会月刊·7·□



权的分离会带来代理问题，且我国证券监管层出台

一系列法规限定超募资金的使用，管理层受到上述

影响做出的并购决定带来的结果可能会有损公司经

营绩效。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对超募情况最为突出的

创业板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使用超募资金

进行并购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使用

超募资金进行并购的公司，超募率越高，公司经营绩

效越差。

由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创业板

IPO高超募现象与资本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不

符，资本市场没有发挥好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

的过度配给导致了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从而

降低了公司经营绩效。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发

行制度，包括完善询价制度、建立退出机制等。第二，

公司应当预先考虑超募情况，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做

出合理规划。在 IPO发行之前预估超募情况，根据公

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和未来发展规划，制定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避免因时间仓促、计划滞后而导致的

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第三，公司应当制定合理高

效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严格执行使其效用最大

化。超募资金使用过程中，应当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

理避免大量自由现金流带来的代理问题，从而提高

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总之，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公司上

市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要预估募集资金总额是有难

度的，适度的超募并非毫无益处。关键在于公司如何

使用超募资金能够缓解资本市场资源错配的问题，

从而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方军雄，方芳．．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与融

资超募现象［J］．．证券市场导报，2010（12）．．

蒋欣，李全．．创业板超募现象解析［J］．．中国金

融，2010（2）．．

周稚犀．．创业板市场五周年运行情况报告［J］．．

证券市场导报，2014（10）．．

Jensen M. C.，Meckling W..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

Blanchard O.，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
What do Firms do with Cash Windfall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4（3）．．

Lang L.，Stulz R.，Walking R.. A Test of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The Case of Bidder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1（2）．．

Richardson S.．．Over- 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

龙丽娜，鲁兴起．．创业板 IPO超募现象解析［J］．．

企业经济，2012（2）．．

夏芸，徐欣．．IPO超募融资、产权与企业投资行

为——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2013（2）．．

夏芸，徐欣．．公司内部治理与 IPO超募资金的使

用——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J］．．证券市场导

报，2012（10）．．

张志宏，龚靓．．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资金迎合

性投资行为研究——基于市场非有效的角度［J］．．金

融经济学研究，2013（3）．．

谢获宝，谭郁，惠丽丽．．上市公司 IPO超募与投

资效率研究——基于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J］．．证

券市场导报，2014（1）．．

邢斌，徐龙炳．．超募、投资机会与公司价值［J］．．

财经研究，2015（9）．．

Doukas J. A.，Kim C.，Pantzalis C.．．Do Analysts
Influence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J］．．

Financial Management，2008（27）．．

李刚，赵志明．．超募对创业板 IPO融资效率的影

响［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4）．．

张志宏，徐志立，李倩．．IPO股权融资超募与投

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2）．．

王艳，阚铄．．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J］．．管理世

界，2014（11）．．

Fan J. P. H.，Wong T. J.，Zhang T. Y.．．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 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2）．．

黄俊，陈信元，张天．．公司经营绩效传染效应的

研究［J］．．管理世界，2013（3）．．

李远鹏．．经济周期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背离之

谜［J］．．经济研究，2009（3）．．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

庆400044

□·8·财会月刊20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