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合理的收入水平不仅能增强居民的幸福感，而

且能有力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收入

差异显著扩大。不合理且巨大的收入差距会增加公

众的不满情绪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十三五”规

划再一次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以及紧

迫性。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呢？有学者认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对劳动力市场造

成分割，使企业之间工资形成机制不同，因此导致了

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地区因素以及劳动

力市场不能充分流动造成我国工资水平的差异；还

有学者认为，垄断行业享有资源获取和行政特权等

优势，能够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企业员工可以享受高

工资和高福利，从而提高了行业收入水平。如果收入

差距和所有制、行业垄断等有关，由于不同所有制、

不同属性行业中的高管因为种种原因具有不同的政

治背景和与政府的关联程度，那么企业高管的政治

背景和政治关联程度会对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产生

影响吗？会有怎样的影响？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是有价

值的，也会对员工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政治关联能为

企业在融资、税收、政府补贴以及进入管制行业等方

面带来一定的便利与优惠，也因此促进了利润的增

长和绩效的提升。企业拥有较有利的生存环境时，将

更有能力向员工支付高工资。同时，存在政治关联的

企业一般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会扩大其

雇员规模及促使其支付更高的员工薪酬。

有关政治关联影响员工收入水平的现有研究还

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大多仅以我国民营企

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范围较窄；第二，在对政治关

联的衡量中，仅仅以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为主，忽略了

企业的其他高管，同时在对政治关联的界定上比较

模糊，很少考虑政治背景的层级；第三，没有将企业

的行业性质考虑在内。高管政治关联程度会影响企

业的利润，但是否一定会提高员工收入，以及对员工

收入的提高程度如何，应该还和企业所处不同行业

类型有关。

本文以 2009 ~ 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

象，将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分为受管制行业和非管制

行业，对所属企业高管团队的成员进行政治关联程

度赋值，研究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员工收入水平的

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为企业提

供诸多便利。Faccio（2006）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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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的原

因并不是政府直接干预了银行借贷机制，而是政府

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隐形担保，

比如当这些企业遇到经济危机时，会有更大的概率

获得政府补贴。

在对我国企业的研究中，胡旭阳（2006）通过对

2004年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拥

有的政治身份能够在进入受到管制的金融行业时起

到优势作用，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同时为企业融资

提供了方便。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通过对民营企

业的研究发现，当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有政治关联

时，能够帮助企业在银行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上获

得较大的优势。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认为，社会资

本是能够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带来便利的资源，其研

究发现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获取的社会资本有

助于企业获取政府的支持，同时也能帮助企业获得

更多的政府补贴。胡永平和张宗益（2009）通过对我

国国有电力生产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将高

管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进行区别，发现在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中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对企业的

绩效存在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

效存在抑制作用。

那么，当存在政治关联时，企业可以以更低的价

格获得资源并在税收方面得到优惠等，这将软化其

预算约束，从而保证员工获得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

同时由于企业拥有更稳定的获利能力，会更易于吸

引高素质人才，企业也理所当然地会为他们支付更

高水平的工资。政府向企业提供特殊保护，也是为了

获得这些企业员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

会默许这些企业比其他企业向其员工支付更高水平

的工资。另外，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企业管理者

为了维护其社会声誉或者有更高的政治觉悟来承担

社会责任，会更少地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并且会更

倾向于为员工购买保险以及提供其他社会福利。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存在政治关

联的企业会有更高的员工收入水平。

上述假设主要关注了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对

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但并没有细致地反映政治关

联的强度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事实上，来自

政治关联的经济租会随着政治影响水平的高低而不

同。Faccio（2010）在对泰国企业的研究中发现相比

存在较低层级政治关联的企业，那些具有更高层级

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强大的市场力量。在对

我国企业的研究中，学者认为不同政治层级的政治

家拥有不同的政治资源，层级越高拥有的政治资源

越多。因此，当企业拥有较高层级的政治关联时，会

获得更多的经济租。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企业存在的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员工收

入水平越高。

企业要想获得政治关联，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

成本。Faccio（2002）指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往

往缺乏企业管理方面的技能，企业为了维持这种政

治关系还要支付一定的寻租成本。Shleifer和Vishny
（1994）认为，政府与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时，政府也有

自己的利益打算，比如政府为企业提供便利时，往往

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标，因此政府会将资源分配给

自己的支持者，而企业为了得到资源必须付出政府

想要得到的利益。

不同行业为获得政治关联所付出的成本也不一

样，来自政治关联的经济租会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

在某些行业中，政府仍然对资源分配、进入限制以及

监管等方面有相当大的管制权力。处在这些行业中

的企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天然地与政府保持

着政治联系（杨其静等，2010）。当有更好的外部环境

时，企业获得充足的资源以及政策优惠后，会更有能

力支付给员工更高水平的工资（陆正飞等，2012）。相
反，那些受到政府管制较少的行业内的企业，不像管

制行业内的企业一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优势，它们

更多的是主动寻求政治关联，且为了维护这种关系，

企业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贺小刚等（2013）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家往往通

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政治协商会议等方式获取

一定的政治关联，而这种转变需要足够大的成本投

入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可。Yuan（2008）以政治关联和

企业的运营状况为切入点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高管业绩表现不好时

会直接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而国有企业业绩欠佳时，

政府会提供补贴予以帮助。在企业天然的政治关联

优势不足的情况下，当然会选择与政府建立联系来

弥补这些劣势。因此，相比处于管制行业内的企

业，其他行业内的企业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建立政治

关联。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3：政治关联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因行

业的不同而不同，其对受到政府较强管制行业内企

业的正向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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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在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由于受到较强的政府管

控，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属于强管制行业。因此，本

文借鉴杨兰品等（2015）对我国行业国有垄断程度的

计算，选取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个行业中的企业作为管制行业内企业；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副

食品加工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木

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7个行业受到较少的管

制，因此选取这7个行业为非管制行业，以这些行业

中的企业作为对比样本。

以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上述 13个行业

2009 ~ 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剔除一些高管人

物特征信息或者有关财务统计数据不完整的样本。

为了降低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在1%和99%分位之外

的数据，最终获得 3373个样本。其中，923个属于较

强管制行业内的企业，2450个属于非管制行业内的

企业。本文有关政治关联特征的数据通过CSMAR
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搜集整理得到，其他所有

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

为Stata 11。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构建以下模型：

对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设置虚拟变量

PCdum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企业存在政治关联与

否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见回归方程（1）：
ln（Payit）=β0+β1PCdumit+β2Scait+β3Proit+

β4Liait+β5Roait+β6Yearit+ε （1）
但是，虚拟变量PCdum只表示了企业是否存在

政治关联这一特征，而不能反映企业政治关联的强

度。因此，为了进一步考察“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在多

大水平上影响企业员工收入水平，设置了解释变量

PC来替代PCdum，见回归方程（2）：
ln（Payit）=β0+β1PCit+β2Scait+β3Proit+β4Liait+

β5Roait+β6Yearit+ε （2）
1. 被解释变量。Payit表示企业人均收入水平，使

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与在职员工总数之比表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这一项目中包括了企业为职工支

付的工资、奖金、补贴以及各种保险，因此本文认为

该项目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

2. 解释变量。方程（1）中PCdum为虚拟变量，表

示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本文参照一些文献的做

法，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法，即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有在

政府任职或者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成员时，赋值

为 1，否则，认定该企业的政治关联为 0。方程（2）中
PC表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强度。对于企业政治关

联强度的衡量，一些文献根据企业高管政治身份特

征的层次、级别等为其手工赋值或者打分。本文认为

如果企业高管团队中有在政府机构任职或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成员时，则认定其具有政治关联。具

体为：若该高管在政府机构任职（称其为“官员型”政

治关联），则根据其任职行政层级进行赋值，其中国

家级正职赋值为10、国家级副职为9、省级正职为8、
省级副职为 7、厅级正职为 6、厅级副职为 5、县级正

职为 4、县级副职为 3、乡级正职为 2、乡级副职为 1、
乡级副职以下赋值为0.5。若该高管为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称其为“代表型”政治关联），则按以下标准

赋值：国家级为5、省级为4、市级为3、县级为2、乡级

为1。按以上标准赋值的原因是，在我国官本位思想

中更重视官员的政治影响力以及资源影响力，若一

人身兼数职，则取其最高赋值。同时，对于同一企业

高管团队中的高管政治关联赋值进行年度加总即得

到该年度企业政治关联值。

3. 控制变量。在对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其他影

响因素中，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 Sca、营业利润率

Pro、资产负债率Lia以及资本回报率Roa，并加入了

年份哑变量。其中，企业规模Sca用企业总资产规模

的对数表示，企业的营业利润率Pro为营业利润与

营业收入的比值，资产负债率Lia为公司总负债与总

资产的比值，资本回报率Roa为营业利润与固定资

产净额的比值。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两类行业中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统

计情况。由表 1 可以看出，在管制行业内，2009 ~
2015年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样本数占该年度统计总

样本数的 35%左右，而“代表型”政治关联企业仅占

2% ~ 3%。在非管制行业内，2009 ~ 2015年有政治关

联的企业占样本总数的 32%左右，而“代表型”政治

关联企业占比达到 16% ~ 24%。这也进一步说明，与

管制行业中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途径不同，非管制

行业内的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途径更多的是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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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选举。其他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见表2。

（二）回归分析

1. 方程（1）的回归结果。表 3中回归 1和回归 2
是针对方程（1）的回归结果。在回归1中仅仅将企业

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作为解释变量，可以看出，在不考

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比不存在

政治关联时员工收入水平高出7.2个百分点。进一步

在回归2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模型的R2从0.203
提高到0.513，此时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对员工收

入水平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35。表
4是将企业按所处行业性质分类后进行回归的结

果。其中，回归 5和回归 6是管制行业企业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在管制行业中，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存

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员工收入水平在 5%的显著水

平上要高出 6.5个百分点。同样，回归 9和回归 10属
于非管制行业企业的结果。回归9中，在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对员工收入水平

的影响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 0.065，而加入相关控

制变量后，该值变得不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企业政治关联对员工收入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而且

这个影响在管制行业企业要比在非管制行业企业更

显著。

2. 方程（2）的回归结果。对于方程（2），首先使

用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内所有企业进行了全样本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的回归3和回归4。另外，在回

归 1 ~回归 12中，均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使用固

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值见表 3和表 4。
其中回归3中，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仅仅将

企业政治关联强度作为解释变量时，企业政治关联

值在1%的水平上对员工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进一步在回归 4中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可以看到政

治关联强度对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此时，整个模型的R2从

0.201提高到 0.601，这说明引入的相关控制变量确

实影响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从回归4中可以看出，

政治关联值对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014。这个值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对员工收入

水平的影响结果0.035相比要小，表明企业是否存在

政治关联比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

响更大。换句话说，相对于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加，政

治关联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受“企

业存在政治关联”的影响。对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和营业利润率都在 1%的水平上对员工收入水平有

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规模越大、营业利润率越高的企

业，其员工收入水平也越高；而资产负债率在 5%的

水平上对员工收入水平有负向影响，表明企业负债

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员工收入水平下将0.094
个单位。

其次，分别将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企业进行

子样本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表4中回归7和回归8
为管制行业内企业的回归结果。在回归7中，当不加

入任何控制变量时，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人均劳动

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27，在1%水平上显著；在

回归 8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整体模型的拟合程

度有所提高，并且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对员工收入水

平的影响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此时企业政

管
制
行
业

变量

Sca
Pro
Lia
Roa
Pay

Ln（pay）

样本数量

923
923
923
923
923
923

均值

21.974
0.079
0.575
0.086

123986
11.517

标准差

1.710
0.208
0.214
0.369

108014.8
0.612

最小值

17.385
-0.957
0.093
-2.322

22354.61
10.014

最大值

28.280
0.709
1.492
1.269

836605.2
13.637

管
制
行
业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样本总数

126
127
130
133
134
134
139

政治关联
企业数

47（37.30%）

44（34.65%）

48（36.92%）

46（34.59%）

48（35.82%）

46（34.33%）

48（34.53%）

“代表型”政治
关联企业数

4（3.17%）

4（3.15%）

4（3.08%）

4（3.01%）

3（2.24%）

3（2.24%）

3（2.16%）

表 1 高管政治关联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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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管
制
行
业

Sca
Pro
Lia
Roa
Pay

Ln（pay）

2450
2450
2450
2450
2450
2450

21.089
0.062
0.408
0.350

76081.2
11.129

1.255
0.114
0.201
0.546

39913.09
0.460

15.243
-0.488
0.048
-0.742

23051.68
10.045

24.944
0.323
0.972
3.232

260147.7
12.469

非
管
制
行
业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19
299
350
374
385
408
415

73（33.33%）

91（30.43%）

111（31.71%）

120（32.09%）

129（33.51%）

129（31.62%）

125（30.12%）

37（16.89%）

59（19.73%）

77（24.57%）

86（22.99%）

85（22.08%）

88（21.57%）

83（20.00%）



治关联强度系数变为 0.017。回归 11和
回归 12是非管制行业中企业政治关联

强度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样

回归 12在回归 1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

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提高，而政治关联影

响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由 1%降至 5%，这

表明在非管制行业内，控制其他因素

后，政治关联对企业人均收入水平的正

向影响程度有所下降。再者，对比回归7
和回归 11或回归 8和回归 12，均可以看

到在非管制行业中企业政治关联强度

的系数都明显小于管制行业中政治关

联的系数，这说明在非管制行业企业中

政治关联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企业

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没有政治关联对

管制行业中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大。这也

验证了假设 3，因为非管制行业的企业

建立政治关联需要更大的成本。对于控

制变量，本文发现在管制行业中，企业

的规模对企业人均收入水平的正向影

响不显著，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 10%的水平上与

企业员工收入水平正相关，这可能与政府对管制行

业内企业的多种补贴有关。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具有政

治关联的高管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PCrat来衡量企

业政治关联强度，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

见表 5。从表 5中可以看到，企业中存在政治关联的

高管占比对企业员工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结果基本与前文得到的结论一致，这说明本文的

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靠性。

六、研究结论

首先，在我国，由于行业的管制强度不同，不同

行业内企业获取政治关联的方式大不相同。国家对

一些行业实行较高程度的管制，行业国有垄断程度

高，因此这些行业内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多的是政府

直接委派官员到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对企业的干预

来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及社会目标，所以管制行业

内企业存在更多的“官员型”政治关联高管。相反，在

非管制行业中，由于其竞争程度高，其中存在的基本

是民营企业，因而，企业要想获取政治资源，就有更

大的动机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与政府构建关

联，比如企业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所以在

非管制行业企业中“代表型”政治关联高管居多。从

统计中发现，2009 ~ 2015年间非管制行业中“代表

变量

PCdum

PC

Sca

Pro

Lia

Roa

Year

c

R2

H
观测值

管制行业

回归5
0.106∗∗

（2.184）

11.566∗∗∗
（24.089）

0.171
0.644
923

回归6
0.065∗∗

（2.108）

0.022
（1.205）
0.160∗∗∗
（3.789）

0.129∗
（1.741）

-0.040∗∗∗
（-4.447）

控制

-0.289
（0.661）

0.601
0.000
923

回归7

0.027∗∗∗
（3.813）

11.555∗∗∗
（63.260）

0.176
0.265
923

回归8

0.017∗∗∗
（3.667）

0.024
（1.357）
0.185∗∗∗
（4.418）

0.141∗
（1.932）

-0.038∗∗∗
（-4.342）

控制

1.225∗∗∗
（3.260）

0.612
0.000
923

非管制行业

回归9
0.065∗∗∗
（2.789）

11.163∗∗∗
（51.596）

0.216
0.197
2450

回归10
0.023

（1.295）

0.182∗∗∗
（14.827）

0.069∗∗∗
（4.587）
-0.036

（-0.810）
-0.037∗∗∗
（-5.896）

控制

-1.761∗∗∗
（-6.111）

0.479
0.000
2450

回归11

0.016∗∗∗
（2.005）

11.158∗∗∗
（80.259）

0.209
0.738
2450

回归12

0.011∗∗
（2.406）

0.182∗∗∗
（14.852）

0.069∗∗∗
（4.608）
-0.034

（-0.766）
-0.037∗∗∗
（-5.792）

控制

-1.736∗∗∗
（-6.019）

0.601
0.000
2450

变量

PCdum

PC

Sca

Pro

Lia

Roa

Year

c

R2

H
观测值

方程（1）
回归1

0.072∗∗∗
（3.242）

11.253∗∗∗
（32.568）

0.203
0.644
3373

回归2
0.035∗∗

（2.192）

0.109∗∗∗
（10.895）
0.076∗∗∗
（5.174）
0.087∗∗

（2.308）
-0.043∗∗∗
（-8.375）

控制

-0.769∗∗∗
（-3.239）

0.513
0.000
3373

方程（2）
回归3

0.014∗∗∗
（3.201）

11.257∗∗∗
（29.284）

0.201
0.067
3373

回归4

0.014∗∗∗
（4.294）
0.110∗∗∗

（10.993）
0.080∗∗∗
（5.457）
-0.094∗∗
（2.507）
-0.042

（-0.822）
控制

-0.760∗∗∗
（-3.214）

0.601
0.000
3373

表 3 全样本回归

注：括号内数值是 t统计值，∗∗∗、∗∗、∗分别代表 1%、

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 4 子样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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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治关联企业占该年样本统计量的 16% ~ 24%，

而管制行业中“代表型”政治关联企业仅占该年样本

统计量的2%~ 3%。

其次，企业高管存在政治关联提高了员工收入

水平，并且在不同类型行业中影响程度不同。使用

2009 ~ 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

关联成为影响员工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控

制企业规模和营业利润等因素后，企业的政治关联

对员工收入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且企业高管的政

治关联强度越大，对员工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我国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资源的存在，企业享有政府给

予的在资源获取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从而

软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向

员工提供更好的待遇，因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员工

较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员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区

分行业性质之后，由于政府对不同行业管制程度的

不同，企业获得政治关联的途径也不一样。因此进一

步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政府管制较强行业中的企

业员工收入水平有更大的正向影响。而在受到管制

较少行业中的企业，由于大多需要主动参与政治活

动以建立政治关联，所以相比管制行业中的企业要

付出更高的政治关联成本，也导致政治关联对在非

管制行业中的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无论是

在显著性程度还是影响值上都要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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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PCrat

Sca

Pro

Lia

Roa

Year

c

R2

H
观测值

管制行业

回归13
0.038∗∗∗
（3.596）

19.583∗∗∗
（25.807）

0.302
0.537
923

回归14
0.034∗∗∗
（3.339）

0.508∗
（1.814）

0.455∗∗
（2.335）

0.429∗
（1.613）

-0.027∗∗
（-2.225）

控制

11.437∗∗∗
（11.223）

0.577
0.000
923

非管制行业

回归15
0.019∗∗

（2.009）

23.113∗∗∗
（36.516）

0.232
0.117
2450

回归16
0.014∗∗

（2.143）

0.307∗∗∗
（5.371）

0.231∗∗∗
（6.397）
-0.024

（-0.811）
-0.045∗∗∗
（-5.432）

控制

7.761∗∗∗
（10.101）

0.418
0.000
2450

表 5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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