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 3月，我国山东地区被曝出大量疫苗未

经冷藏就流入市场进行销售的现象，虽然目前没有

发现因注射这些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的案例，但此次

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山东省食药监局自

2016年 3月 21日起便发布系列公告，意在撤销以山

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实杰生物等为代表

的四家医药企业GSP认证书。2016年 4月 25日，国

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其中的主要举措包括：取消疫苗批发企业对疫

苗的经营控制，规定采购疫苗行为必须在省级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增加责任追认制度，规定地方

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引咎辞职。

山东疫苗事件迅速袭击了资本市场，面对负面

社会责任事件，不同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态度。其

中：在事件发生当天立即做出回应的上市公司有 2
家；在事件发生后 5天之内做出回应的上市公司有

12家；而事件发生5天后才做出回应的公司有6家；

另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虽被问及是否涉事，但未做

出明确回应。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对疫苗生产批发

行业反应消极，相关上市公司股价普遍下降。相关统

计显示，此次事件影响了大部分生物疫苗上市公司

50%的营业收入，更有甚者季度净利润下降率高达

85%以上。因此，研究上市公司面对突发事件回应的

时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希望为企业在应对

负面突发事件时，对回应时序的选择和企业社会责

任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如果疫苗的生产批发环节受到政府的大力监

管，势必增加企业的监管成本。通过大量的文献梳

理，可以认为政府对此环节深度执法所产生的影响

并不仅仅辐射到被管制的企业，显然其还具有显著

的信号传递效应。Frooman（1997）的研究表明，导致

上市公司股票下跌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出现了违法行

为或者是对大众极不负责的举措。食品药品的安全

问题是广为人知的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如果此类问

题出现，单从GSP认证书的撤销或者被罚款就有极

大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长远来看，出现产品安

全问题通常意味着企业产品在质量上没有进行严格

把关，无法应对越来越完善的法律法规，或许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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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承受竞争优势丧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其未来财务绩效会随之下滑，资本市场也势必对这

类公司进行洗牌定价。肖华、张国清（2008）对松花江

的水污染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化工行业企业的超额

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在事件时窗内都呈现显著

的负值。肖红军等（2010）对金沙江的水电项目紧急

叫停案件进行研究，发现此事件在对相关公司产生

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对行业存在溢出效应，所以负面

事件的影响是存在显著的行业内信号传递效应的。

沃森生物作为行业领先的疫苗研发企业，在此

次事件中其全资子公司实杰生物药品 GSP认证书

被撤销，更甚的是面临退市风险，直接表明生物制药

行业传递着国家强化监管决心的信号，所以在未来

的经营中，生物制药企业的经营成本会有所增加。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会对

涉事企业做出消极反应，即涉事企业的超额累计收

益率为负。

H1b：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会对

行业内其他从事疫苗生产批发活动的公司做出消极

反应。

Godfrey（2004）、Paul et al.（2009）进行了一系列

的事件研究，发现在社会责任事件发生时的窗口期，

制度型社会战略可以削减负面责任事件对公司的不

利影响，因为此战略可以为公司提供“类保险”收益，

这大大区别于技术型社会责任战略不能贡献“类保

险”收益从而无法减轻负面事件不良影响的弊端。

Minor（2011）经过研究发现，对产品质量密切关注

的企业和特别关注捐赠的企业在社会责任负面事件

期间的累计超额收益率都是负值，但是对产品质量

关注密切的企业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绝对值更小，其

受到的负面影响也相对更弱，这表明资本市场中采

取不同战略的公司得到的负面反应程度在社会责任

负面事件期间存在差异。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研究日渐深入，越来

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

以便为更好地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寻找理论依据，同

时获得一种竞争优势。从国内研究来看，企业社会战

略概念最早由陈明、杨继瑞等学者提出。在前人的研

究基础上，刘斌等（2007）等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创

新战略。杨继瑞等（2005）对社会责任策略进行分类

研究，将其分为如下四种不同形式：消极反应型策略

（Reaction Strategy）、抵御型策略（Defense Strategy）、
适应型策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提前采取行

动型策略（Pro-action Strategy）。而陈煦江（2014）通
过对血铅事件进行案例研究与回归分析发现，在负

面社会责任事件期间，资本市场对实施“行善、避害”

社会责任策略的公司给予了积极评价，公司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具有“类保险”效应。

但从学术研究角度可以看出，目前鲜有学者对

基于公司负面事件回应时序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从

该角度出发，按照上市公司对负面事件回应时间的

先后顺序对社会责任策略类型进行划分，主要分为

以下四类：快速回应型策略、中速回应型策略、慢速

回应型策略、不回应型策略。其中：快速回应型策略

指在官方发布疫苗事件涉事企业名单的当天就立即

对事件作出回应；中速回应型策略指在官方公布后

的 5天之内做出回应；慢速回应型策略指在事件发

生5天以后才做出回应。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对实

施不同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的涉事公司的负面反应程

度存在显著差异。

H2b：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快速回应型与

中速回应型策略比慢速回应型和不回应型策略更能

减轻资本市场的负面评价。

H2c：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对四

类应对策略的消极影响程度由弱到强的顺序是快速

回应型策略、中速回应型策略、慢速回应型策略、不

回应型策略。

彭志红和熊小明（2014）认为，如果企业家的负

面事件被曝光，其不同的应对策略会使消费者对企

业家的认知产生不同影响。如果企业家对负面事件

的曝光采取和解策略，那么消费者对企业家的负面

评价会降到最低，所以与缄默策略、辩解策略比较，

和解策略是最优的策略，但缄默和辩解策略并没有

太过明显的差异。本文借鉴其观点，认为在负面社会

责任事件发生以后，上市公司回应态度的差异会对

资本市场评价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负面社会责任事件时窗内，资本市场对采

取不同回应态度的上市公司的负面反应程度也有所

不同。

H3b：负面社会责任事件时窗内，不断找理由辩

解的公司比积极承认错误的公司受到的负面影响更

加严重。

三、案例研究

1. 案例公司实施的社会责任应对策略。肖红军

等（2010）曾明确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现代公司社

会责任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石，由此可见，当公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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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时，不仅仅是股东，还有债权人、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客户等利益相关方都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同理，本文认为山东疫苗事件中

所有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及供应商等关联方企业

都会受到事件的溢出效应影响。根据对疫苗行业相

关公司的公开报表及相关信息的查询结果，涉事公

司的股东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主要有包含沃森生

物、鹭燕医药、智飞生物、辽宁成大等在内的11家上

市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 ST实杰和成大生

物属于新三板挂牌公司，而且挂牌时间较短，所以本

文事件分析法中的上市公司样本有 9家，不包括新

三版挂牌的ST实杰和成大生物这两家公司。

结合疫苗事件发生前后公司相关公告和在相关

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对案例公司

实施的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类型进行划分。根据各上

市公司对此次疫苗事件做出回应的先后顺序，将社

会责任应对策略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在事件发生当

天就立即做出回应的为快速回应型策略；事件发生

5日内做出回应的为中速回应型策略；事件发生5日
之后才做出回应的为慢速回应型策略；而从始至终

都保持沉默的为不回应型策略。详情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所示，当疫苗事件被曝出后，长春高新

和沃森生物第一时间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应了投

资者的相关疑问，采取的是快速回应型策略；被查出

下属子公司涉事的鹭燕医药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涉

事的智飞生物在负面事件发生后的5个交易日内做

出了回应，采取的是中速回应型策略；成大生物疑涉

入疫苗事件后，其母公司辽宁成大虽然在投资者平

台上做出了回应，但回应并不及时，属于慢速回应型

策略；虽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被政府监管部门

查出问题，但有部分企业倾向于采取沉默是金的不

回应型策略，例如华兰生物、天坛生物及上海莱士等

几家上市公司。

2. 事件定义。事件研究法是本文进行案例分析

的主要方法，涉事公司被查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事

件”。事件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事件日、事件期间和

估计期间的选定。对于涉事企业，本文根据事件的发

生时间，理应选择最先曝出丑闻的日期进行分析，但

由于事件发生日为周末，所以事件日为 2016年 3月
21日（顺延到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另外，

对相关企业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的衡量分

为两种情况，即案例分析部分选择事件日的［-3，3］
区间作为事件期，而回归部分选取事件日的［0，9］区
间为事件期。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沃森生物在事

件发生后从 3月 22日开始停牌，10月 12日复牌，因

此其事件期选取事件日前和复牌后交易日的组合；

鹭燕医药因为其较短的上市时间，所以只能选取整

个上市交易日为估计期。

3. 事件反应的度量。采用如下单因素市场模型：

Rit=αi+βiRmt+ε （1）
其中，αi和βi为参数，Rit表示股票 i在第 t日的

预期收益，Rmt表示第 t日的市场收益，ε为残差。本

文的估计期是时间窗口前的 60个交易日，αi和βi由

估计期内所有交易日的个股收益和市场收益数据进

行回归予以得出，则股票 i在事件日 t的超额收益率

（ARit）和累计超额收益率（CARit）分别为：

ARit=Rit-（αi+βiRmt） （2）

CARit=∑
i = 1

n
ARit （3）

四、案例研究结果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涉事公司在事件窗口内AR
的变化趋势，将 9家上市公司的日超额收益率用分

组折线图的形式来呈现，具体结果如图1~图3所示。

根据图 1 ~ 图 3，首先，可以看出所有案例公司

在［-3，3］的事件区间内日超额收益率的总体趋势

都是下降的，说明事件发生以后，资本市场对所有涉

事公司都做出了消极反应，H1a成立。

其次，作为直接涉事企业或涉事企业母公司的

鹭燕医药和辽宁成大，其日超额收益率比沃森生物

的下降幅度更大。原因可能在于负面事件发生后，沃

森生物采取了快速回应型应对策略，减轻了资本市

场的负面影响。另外，由于采取的社会责任应对策略

不同，在事件窗口内长春高新的日超额收益率在事

件日前后略有波动，但变动趋势较为平缓；智飞生物

则由正向的超额收益率逐渐下降为负，下降明显。结

果表明采取不同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的涉事公司在资

表 1 案例公司回应时间及策略类型

股票代码

000661
300142
002788
300122
600739
002007
600161
002252
002680

公司名称

长春高新

沃森生物

鹭燕医药

智飞生物

辽宁成大

华兰生物

天坛生物

上海莱士

长生生物

回应时间

3月21日

3月21日

3月24日

3月25日

3月29日

未做回应

未做回应

未做回应

未做回应

策略类型

快速回应型策略

快速回应型策略

中速回应型策略

中速回应型策略

慢速回应型策略

不回应型策略

不回应型策略

不回应型策略

不回应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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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上的消极反应是存在差异的，H2a成立。

最后，在事件窗口内，长生生物、华兰生物、上海

莱士及天坛生物4家公司的日超额收益率波动幅度

比较大，均是先下降之后缓慢回升，原因可能是这4
家上市公司均采取沉默是金的不回应型应对策略，

导致受到的资本市场负面影响程度大致相同。

9家案例公司在事件时窗内各日的超额收益率

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各个公司超额

收益率的均值、中值有的大于0，有的小于0，且超额

收益率的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均相差甚远，表明在

负面社会责任事件发生以后，资本市场对负面事件

期内实施不同应对策略的涉事公司的消极反应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也很好地验证了H2a。

图 4主要显示了在事件窗口［-3，3］内，累计超

额收益率（CAR）的变动趋势。其主要特点是：智飞

生物的7日累计超额收益率最高，表现最好；其次是

长春高新，CAR为正。原因在于智飞生物采取中速

回应型策略，而长春高新则实施的是快速回应型策

略，它们都积极主动地承担了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满足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预期。天坛生

物等几家公司虽是间接涉入疫苗案件，但受负面事

件的行业溢出效应影响，事件窗口内 7日累计超额

收益率为负。该类应对策略导致公司即使未直接受

到惩罚，其CAR仍下降明显，表明资本市场对这类

公司的消极影响较大。通过以上对案例公司累计超

额收益率的比较分析可知，资本市场对实施不同社

会责任应对策略的涉事公司的反应普遍是负面的，

但其消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H1a和H2a成立。

以上分析表明：事件时窗内，沃森生物和鹭燕医

药的 7日累计超额回报率为负，说明资本市场对直

接涉事公司做出了显著的消极反应，H1a成立；而资

本市场对实施快速回应型和中速回应型策略的长春

高新及智飞生物做出了明显的积极评价，对采取慢

速回应型策略的辽宁成大虽然也做出了消极评价，

但其负面影响程度低于采取不回应型策略的公司，

表 2 超额收益率（AR）的描述性统计

鹭燕医药

长生生物

沃森生物

华兰生物

上海莱士

辽宁成大

天坛生物

长春高新

智飞生物

均值

-0.0562

-0.0226

-0.0170

-0.0132

-0.0068

-0.0049

-0.0037

0.0034

0.0270

中值

-0.0511

-0.0156

-0.0147

-0.0091

-0.0065

-0.0019

0.0007

-0.0031

0.0341

最大值

-0.0168

0.0052

0.0333

0.0022

0.0169

0.0229

0.0113

0.0283

0.0562

最小值

-0.0989

-0.0637

-0.0610

-0.0276

-0.0195

-0.0406

-0.035

-0.0074

-0.0274

标准差

0.0325

0.0259

0.0297

0.0117

0.0125

0.0202

0.0173

0.0129

0.0302

图 3 日超额收益率AR（3）

图 2 日超额收益率AR（2）

图 4 案例公司事件时窗内累计超额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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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快速回应型与中速回应型策略比慢速回应型和

不回应型策略更能减轻资本市场的负面评价，H2b
成立。

五、公司应对策略及回应态度对累计超额收益

率的效应检验

为了对研究假设和案例分析部分中得出的结论

进行进一步佐证，本文选取目前沪深股市从事疫苗

生产批发的4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到数据齐全的

48家样本公司进行回归检验。

1. 变量设置。本文采用前述的公式来计算

CAR，选取区间［0，9］为事件窗口，并将［-60，-1］作
为估计窗口。按照事件发生之后的各个上市公司针

对事件作出回应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对社会责任应对

策略进行划分，以此检验社会责任应对策略与资本

市场评价的相关性。首先，为了量化样本公司采取的

社会责任策略类型，设计虚拟变量STRA1、STRA2、
STRA3。其中：STRA1=1表示上市公司实施的是快速

回应型策略，STRA1=0表示实施其他策略；STRA2=
1表示上市公司实施的是中速回应型策略，STRA2=
0表示实施其他策略；STRA3=1表示上市公司实施

的是慢速回应型策略，STRA3=0表示实施其他策

略。其次，设置虚拟变量RT1、RT2来度量样本公司

对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的回应态度。其中：RT1=1表
示上市公司明明涉事却不断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RT1=0表示其他回应态度；RT2=1表示上市公司积

极承认涉入负面事件，且认错态度诚恳，RT2=0表
示其他回应态度。另外，控制变量包括样本公司前3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
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ROE），以控制公司的规模、

公司的财务风险、公司的经济收益对CAR产生的影

响。上述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2. 回归分析。

（1）模型建立。为进一步检验样本公司实施社会

责任的应对策略类型和回应态度与资本市场反应的

相关性，以及疫苗事件对疫苗生产批发行业是否存

在溢出效应，建立如下两组回归模型：

CAR=β0+β1STRA1+β2STRA2+β3STRA3+
β4SIZE+β5LEV+β6ROE+ε （4）

CAR=β0+β1RT1+β2RT2+β3SIZE+β4LEV+
β5ROE+ε （5）

其中：被解释变量CAR为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

额收益率；解释变量 STRA为三种社会责任回应策

略类型的代理变量；RT为企业对负面社会责任事

件回应态度的代理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2）不同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类型对超额累计回

报率的效应检验。表 3 以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类型

STRA1、STRA2、STRA3为解释变量，检验不同社

会责任应对策略类型对资本市场反应的影响，并对

CAR进行回归。

如表 3所示，在未考虑控制变量以及逐步加入

SIZE、LEV、ROE三个控制变量对累计超额收益率

影响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类型对CAR的影

响情况为：STRA1（快速回应型策略）为正向影响，

但可能由于实施快速回应型策略的公司样本量太小，

结果不太显著；STRA2（中速回应型策略）和STRA3
（慢速回应型策略）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其显著程

度略有差异。这表明在疫苗事件时窗内，资本市场对

疫苗生产批发行业采取不同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的公

司做出了显著的差异化评价。除快速回应型策略外，

资本市场对余下三种应对策略的反应均产生了不利

影响，与前文中案例研究的结论一致，H2a成立。

比较表3中资本市场对四种企业社会责任策略

的评价可以发现：在负面社会责任事件期间，快速回

应型策略的效应优于其他三种社会责任策略类型；

中速回应型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负面影响，

而慢速回应型策略及不回应型策略二者之间的差异

不大。由此可见，由行业溢出效应所引起的资本市场

消极反应程度由弱到强的次序是快速回应型策略、

变 量

常数项

STRA1

STRA2

STRA3

SIZE

LEV

ROE

调整R2

F统计量

N

①
1.0489

（0.30）
0.1536

（0.8786）
-2.0338∗∗
（0.048）
-2.2052∗∗
（0.0327）

0.0874
2.501
48

②
0.3799

（0.7059）
0.050318

（0.9601）
-2.0102∗
（0.0507）
-2.2069∗∗
（0.0327）
-0.3270

（0.7452）

0.0685
1.8644

48

③
0.2323

（0.8175）
0.0075

（0.994）
-1.9670∗
（0.0558）
-2.2736∗∗
（0.0282）
-0.1030

（0.9184）
-1.3090

（0.1976）

0.0837
1.859
48

④
0.4875

（0.8847）
-0.1459∗∗
（0.0446）
-2.0724∗∗∗
（0.0093）
-2.7292

（0.8213）
-0.2273

（0.0569）
-1.9592∗
（0.0643）
-1.9011

（0.6285）
0.1374
2.2479

48

表 3 公司社会责任应对策略对CAR的回归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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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回应型策略、慢速回应型策略、不回应型策略。

与案例分析部分研究结果一致，H2b和H2c成立。

（3）公司对疫苗事件的回应态度与累计超额收

益率的效应检验。本文选取针对疫苗事件进行了明

确回应的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以

企业回应态度RT1、RT2为解释变量，检验了公司

对负面社会责任事件回应态度对资本市场反应的影

响，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 4可知，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因素，RT1
（辩解）变量对CAR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而RT2（承认错误）变量对CAR的影响虽然也

是负面的，但是其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在事件窗口

内，良好的认错态度可以减轻资本市场的负面评价。

由此可见，不断找理由辩解的公司比积极承认错误

的公司受到的资本市场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因此，

H3a和H3b成立。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及回归分析法对我国

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了涉事公

司实施的企业社会责任应对策略、对负面事件的回

应态度与资本市场评价的关系，以及该事件对生产

批发疫苗相关行业产生的溢出效应。通过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在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窗口内，资本市场对

涉事公司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反应，消极影响程

度由弱到强的次序是快速回应型策略、中速回应型

策略、慢速回应型策略、不回应型策略；疫苗事件对

疫苗生产批发行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资本市

场对该行业各公司采取的社会责任应对策略的消极

反应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市场对采取找理由辩

解的涉事公司给予了显著的负面评价，而积极地承

认错误可以减轻消极影响程度。

根据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对上市公司提出

如下建议：第一，想要尽量减轻资本市场的负面影

响，关键在于曲突徙薪、诚信相对。企业应该在负面

事件发生以后以迅雷之势作出反应，并采取合适的

应对策略。第二，如果不良事件的责任真的归咎于企

业，那么诚挚道歉、坦诚态度是必须之举，应该向广

大投资者表明补救的决心并挽回形象。第三，加大对

自身的约束以及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等方面的监管力

度，是企业从根本上减弱消极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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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司对负面社会责任事件回应态度
对CAR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 量

常数项

RT1

RT2

SIZE

LEV

ROE

调整R2

F统计量

N

⑤
-1.110

（0.2825）
-7.5821∗∗∗
（0.000）
-2.1439∗∗
（0.0468）

0.7531
29.9747

20

⑥
0.3555

（0.7294）
-7.3629∗∗∗
（0.000）
1.5175

（0.1486）
-0.4042

（0.6914）

0.7403
19.0541

20

⑦
0.3524

（0.7294）
-6.4156∗∗∗
（0.000）
-1.4585

（0.1653）
-0.3940

（0.6991）
0.0830

（0.9349）

0.7231
13.4053

20

⑧
0.3926

（0.7005）
-5.6159∗∗∗
（0.0001）
-1.4896

（0.1585）
-0.4066

（0.6904）
-0.1055

（0.9175）
-0.5225

（0.6095）
0.709

10.259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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