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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摘要】技术创新能为企业带来产品创新或成本节约，技术创新离不开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员工的积

极配合。采用沪深两市2008 ~ 2015年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数据，实证检验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

励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核心技术员工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表现为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股权

激励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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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是企业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技术创

新水平与创新效率紧密相关。目前大多数学者研究

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少有学者深入

研究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

系。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对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数据的

披露不规范，致使学者较难获取相关数据；另一方

面，大多数企业没有对核心技术员工实施股权激励，

导致样本数据偏少，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众所周

知，一项创新项目的实现是创新研发团队中所有成

员智力成果的体现，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企业创新人

才的代表，是实现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其以自身的

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在项目开发与技术创新上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效率。企业通过给予核心技术员工一定的股权，对核

心技术员工实施合理的股权激励，充分调动核心技

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必然可以提升公司的技术创

新绩效。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现有文献中研究

股权激励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文献较多，研究股权激

励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文献较少，经营绩效只关注企

业当期或者短期内的财务成果，而过分关注短期经

营绩效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创新绩效作为一种

长期绩效，将其作为公司的经营目标有利于公司的

稳定发展，因此，研究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意

义深刻。另一方面，现有股权激励对象中管理层作为

激励对象的研究随处可见，但对核心技术员工的股

权激励的研究甚少。核心技术员工作为企业研发创

新的中坚力量，研究其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利

于公司及时发现现有激励计划的不足，加强对核心

技术员工的重视，为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股权激励

计划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新型的激励手段，在2006年
开始盛行于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管

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颇多，研究成果也

很丰富。Fama和 Jensen（1983）认为实施股权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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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甚至会出现负效应，股权激

励会导致管理层拥有的股权增加，此时公司的管理

层可能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方式，背离企

业的经营目标。Lerner（2006）认为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可以降低管理层规避风险的短视行为，同时可以

提高企业创新绩效。Teng（2014）选取 55 家上市公

司作配对样本检验，发现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蕲钊（2016）统计了我国创

业板企业相关数据，发现企业整体股权激励与创新

绩效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实施

后比实施前的效果更显著，实施股权激励比未实施

股权激励的效果更显著，采用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

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

股权激励模式的作用机理不同，实施的环境也

不同。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偏向于近期内不增加研

发投入从而获取较大利益；股票期权模式偏向于长

期内不增加研发投入从而获取较大利益；混合股权

激励模式偏向于当期加大研发投入，在长期内获取

较大的创新绩效（姚红玉，2016）。
（二）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

现有的研究激励手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文献

中，研究高管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文献颇多，对高

管的激励主要分为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种方式，

其中对高管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齐秀辉、

王维等（2016）收集了 2187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

别从高管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两个维度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激励方式与非国有企业的创

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而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对企

业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但由于目前国有企业对高

管实行限薪，限薪力度越大，高管的积极性越低，越

不利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梁启宁（2016）通
过对54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

明，高管股权激励在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的同时与创

新绩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高管股权激励不但不

能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反而会影响甚至降低创新

绩效。另外，薪酬激励作为一种短期福利，与公司的

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显著相关，有效的薪

酬激励可以调动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创新，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与创新绩效。

梁彤缨、雷鹏等（2015）运用数据前沿模型实证

检验了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将对管

理层的激励方式分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两种，薪

酬激励作为一种短期福利，与企业的研发效率存在

负相关关系，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福利，与研发

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的比例为

32.72%时最为合理，给予管理层的股票比例超过

32.72%时，研发效率不升反降。陈修德等（2015）统计

沪深上市公司 2004 ~ 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高管

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绩效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

相关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高管的持股比例有

一个最优的持股比例，若超过最优持股比例，则高管

持股并不能提高研发效率，且这种现象在市场化程

度高的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这

进一步验证了梁彤缨、雷鹏等（2015）的研究结果。

（三）核心技术员工持股与创新绩效

国内外针对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

的影响的研究颇少。对核心技术员工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可以看作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通过这种方

式，管理者可以向核心技术员工传达企业当期的创

新发展方向，当核心技术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之

一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期望，从而更好地从

事企业产品的研发（Gomez和Balkin，1990）。Jensen
（1993）通过对比两种激励机制，研究发现激励力度

与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质量有关，通过对核心技术

员工进行股权激励或许可以避免一些倒闭或者破

产的风险。Lerner和Wulf（2006）通过分析20世纪90
年代的企业数据发现，拥有集中研发机构的企业，对

技术骨干员工的激励力度越大，则企业被引用的专

利数量越多，这进一步证实了 Jensen（1993）的研究

结论。

国内研究学者发现，对核心技术员工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并不能带来创新绩效的提高。吴文华等

（2014）将 6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公司，研究得出结论：对公司核心技术员工的股权激

励并不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两者不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但是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对创新绩效

的提升作用优于实施股票期权。姚丽华（2014）以
122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为样本，将创新绩效分

为直接创新绩效和间接创新绩效，发现股权激励可

以提升企业直接创新绩效，对间接创新绩效的影响

则不同于直接创新绩效；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

企业创新绩效不显著相关。在股票激励方式上，其认

为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带来的创新绩效优于股票期

权激励，这一点与吴文华等（2014）的结论一致。

综上，核心技术员工作为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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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者，目前仍然只是企业的劳动者而非所有

者，他们仅通过付出劳动来换取工资，基本没有剩余

索取权。而且随着股东的日益外部化，技术员工的雇

佣成分和性质也在增加。技术员工在企业的组织体

系中是被管理者和被监督者，处于消极和被动的地

位，严重影响了技术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因此，通过对核心技术员工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给予核心技术员工一定比例的公司股权，能

够充分调动技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提升

公司创新绩效的效果。

基于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核心技术员工

持股对公司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核心技

术员工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

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一部分国

有企业仅仅承担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平等职责，绝大

部分国有企业则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解决经营效率的

问题。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让利放权，即承包经

营和实行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改革的着力

点始终放在提高经营绩效上，却忽略了广大技术员

工的利益及技术员工在推行产权改革中的地位与作

用。而且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一股独大”的状态，为了

规避风险，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通常给予管理层的股

份比例较高，而对技术员工的重视度不高，致使国有

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技术创新

绩效低下。在国有企业中，若给予技术员工相应的股

权，那么长期存在的“搭便车”、工作怠慢、上班偷懒

等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公司技术创新绩效

的提升也将出现质的飞跃。

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更加

注重公司效率的提高，执着于追求公司绩效。在民营

企业中同样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大股东与中

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为了达到股东利益的高度

一致化，企业对那些能够提高公司创新绩效的所有

员工都给予股权。民营企业实施技术员工股权激励

政策已有多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逐渐减

弱，激励效果相对不显著。

鉴于此，本文在H1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研

究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与民营企业相

比，在国有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持股对公司技术创

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激励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参照杨华领和宋常（2016）的研究方法，根据以

上研究假设，构建以下两个实证模型分别对H1和
H2进行检验：

Patent（i,j）=α+β1Rggsum（i,j）+β2AGE（i,j）+
β3MSR（i,j）+β4SIZE（i,j）+β5GROW（i,j）+β6LEV（i,j）+
β7SOE（i,j）+β8R&D（i,j）+ε （1）

Patent（i,j）=α+β1Rggsum（i,j）+β2Rgg_SOE（i,j）+
β3AGE（i,j）+β4MSR（i,j）+β5SIZE（i,j）+β6GROW（i,j）+
β7LEV（i,j）+β8SOE（i,j）+β9R&D（i,j）+ε （2）

式中，α为方程截距项，β为等估参数，ε为随机

误差项，i 为样本公司，j 为年份，Rgg_SOE 是

Rggsum与SOE的交互项，其余变量的含义见表1。

模型（1）是本文的主要模型，检验核心技术员工

持股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核

心技术员工持股与企业性质的交互项，主要检验在

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持股对公司技术

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β1的估计值显著为

正时，表明核心技术员工持股与公司技术创新绩效

存在正相关关系；β2的估计值为正时，表明相比于

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更能提

升公司技术创新绩效。

（二）变量定义

1. 创新绩效。国内外有很多文献研究股权激励

变量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符号

Patent

Rggsum

AGE

MSR

SIZE

GROW

LEV

SOE

R&D

变量含义

创新绩效

核心技术员
工持股比例

上市年限

高管持股比
例

企业规模

企业成长性

资产负债率

企业性质

研发效率

变量说明

Patent=Ln（专 利 发
明数+1）
核心技术员工持股
数/总股数

当年年份-上市年
份+1

高管持股数/总股数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
数

负 债 总 额/资 产 总
额×100%
第一大股东是国有
为1，否则为0
100000×发明数量/
研发投入经费

表 1 相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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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对创新绩效的衡量方法各

不相同，如新项目的数量、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新产

品的毛利率、专利申请数量、研发投入产出等指标，

这些指标各有侧重。表 2列举了国内外学者对创新

绩效衡量指标的选择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

效之间的关系，借鉴陈修德等（2015）的研究方法，选

取专利发明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创新绩效。

各家企业专利发明数量参差不齐，且研发创造需要

耗费一定的时间，有些企业一年内有且仅有一项发

明，有些甚至一项也没有，有些企业拥有集中的研发

机构，研发能力较强，发明数量较多。考虑到当企业

专利发明数量为零时，对其取对数是没有意义的，因

此将专利发明数量加1后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当年的

创新绩效，具体表达式为：Patent=Ln（Invention+1），
Invention表示专利发明数。

2. 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国内外对于企业核

心人员的分类标准出现了分歧，但大体上可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核心技术员工，第二类

是拥有广泛外部关系的核心员工，第三类是拥有管

理技能的核心管理员工。本文中的核心技术员工主

要是指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知识、掌握企业核心业务

流程、控制企业关键信息、对企业会产生深远影响的

员工，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堪称企业的灵魂

和骨干。企业股权激励对象一般包括公司管理层

（董、监、高）和核心技术员工，本文重点研究核心技

术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将核心

技术员工所持股份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具体为：核心

技术员工持股比例=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数/总股数。

3.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杨华领和宋常，

2016；严圣艳，2012；梁启宁，2016；齐秀辉和王维等，

2016；陈修德和梁彤缨，2015；Wang，2007）的做法，

本文控制了以下因素：上市年限、高管持股比例、企

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资产负债率、企业性质、研发效

率。具体测算见表2。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沪深两市 2008 ~ 2015年上市公司中实行

股权激励政策的企业，删除异常值和剔除 ST股之

后，最终得到801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数据处理和分析主要是运用EXCEL和
STATA13.0软件。

四、实证检验及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的均值是1.370，该指标的

最大值为5.468，说明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新产品研

制与新技术开发，一般情况下，只有高新技术企业专

利发明数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核心技术员工持

股比例均值是2.4%，平均每年每家企业核心技术员

工持股数占企业股票发行总数的2.4%，相对于证监

会“股权激励股本份额总量不得超过10%”的规定来

说，核心技术员工所持股份的比例偏低，表明目前企

业对核心技术员工的重视度不够，还没有深刻意识

到核心技术员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核心技

术员工持股比例最大值为8.3%，与最小值的差距较

大，说明上市公司中对核心技术员工的重视度不一

样。有些企业着眼于长远发展，注重企业的研发创

新、技术更新，重视对核心技术人员的培养，为了保

障核心技术员工长期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给

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通常给予核心技术员工的股

份比例较高；有些企业只着眼于短期利益，不愿花费

巨额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且技术创新是一项长期工

创新绩效衡量指标

专利申请数、专利
授权数、专利引用
数

新产品的数量、销
售收入占比

R&D投入

相关文献

Trajtenberg（1990）；Jaffe 等（1993）；
Harhoff等（1999）；Balkin等（2000）；
Stuart（2000）；Rosenkopf 和 Nerkar
（2001）；Maria Garcia- Vega（2006）；
Lerner和Wulf（2007）；冯宗宪（2011）
Hitt等（1996）；Yam等（2011）；朱承
亮等（2011）；冯宗宪（2011）；李左
峰、张铭慎（2012）
Dechow 和 Sloan（1991）；Bens 等
（2002）；Wu 和 Tu（2007）；Tien 和
Chen（2012）；朱平芳、徐伟民（2003）；
刘运国、刘雯（2007）；徐宁（2013）

变量

Patent
Rggsum
AGE
MSR
SIZE
SOE
LEV

GROW
R&D

样本量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均值

1.370
0.024
4.840
0.009

14.554
0.074
0.083

15.660
0.037

标准差

1.364
0.018
5.131
0.012
8.797
0.261
0.071
9.439
0.045

最小值

0.000
0.000
1.000
0.000

15.212
0.000

-0.001
14.998
0.000

最大值

5.468
0.083

24.000
0.115

23.747
1.000
0.315

25.250
0.253

表 2 创新绩效常用衡量指标

表 3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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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短期内较难看到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对技术创

新、核心技术员工重视度不高，相对地给予核心技术

员工的股份比例也较低。

控制变量中，企业上市年限跨度大，上市年限均

值为 4.84年，表明企业一般是在上市后第 5年开始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高管持股比例在 0 ~ 11.5%之间

不等，平均每人持股 0.9%，说明样本公司对高管个

人实施股权激励的股权比例大小符合我国证券市场

上“股权激励的股本份额个人总量不得超过 1%”的
规定。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其均值、

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较小。样本公司中大部分的

企业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较少。公司的成长性用营

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其均值与中位数的差距不

大。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8.3%，负债水平较低，最小

值-0.1%与最大值31.5%的差距很大，表明样本公司

之间的资产负债率差距很大。研发效率均值为

3.7%，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很大，说明样本公司间研

发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研发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各家

公司研发投入与产出比率的大小，不能简单地认为

研发投入越多，研发产出越多，研发效率就越高，其

中研发技术是影响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对H1的检验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
示。由表 4模型（1）可知，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的

回归系数和 t值分别是 7.135和 2.52，表明核心技术

员工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创新绩效越高，核心技术

员工持股比例在 1%的水平上与公司的创新绩效显

著正相关，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

专利发明数量增加7.135个单位，验证了H1。核心技

术员工具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及一定的开发能力，若

不给予核心技术员工一定的公司股权，核心技术员

工工作时可能会产生懈怠情绪，出现“搭便车”的现

象。而通过给予核心技术员工一定的股权，让核心技

术员工参与企业的组织决策活动，使其具有企业归

属感、工作责任感，其将更加愿意为企业服务，为企

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控制变量中，公司上市年限在1%的水平下与创

新绩效显著负相关，上市年限的长短并不能代表公

司创新绩效的强弱，公司上市之后若没有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不高，创新绩效也不会

得到提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的创新绩效

在 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资

金实力越雄厚，越有能力开展创新研发活动，各项创

新基础设施相对齐全，创新绩效也相应得到提升。公

司的负债水平越高，表明公司依靠对外举债来开展

研发创新活动，迫于借债的外在压力，公司的技术人

员将更加积极地投入研发活动，研发效率提升，专利

数也相应增加。企业成长性对应的回归系数与 t值
分别为 0.147和 2.11，表明企业成长性在 5%的水平

下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成长性越好的企业，越是

想提高现有的创新绩效，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就越

频繁，技术人员创新的积极性越高，越有利于公司创

新绩效的提升。

专利发明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发效

率的高低，研发效率高的公司专利发明数量也相对

较多。从表 4模型（1）中可以看出，公司研发效率与

技术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企业性质

与技术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明显更高。高管持股比例

与技术创新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样

本公司更加注重技术创新，而不是管理创新，高管作

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多的是负责组织和管理

员工，对提升公司的管理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作用。

变量

Rggsum

Rgg_SOE

Rggsum∗Rggsum

AGE

MSR

SIZE

SOE

GROW

LEV

R&D

样本量

R2

模型（1）
7.135∗∗∗
（2.520）

-0.042∗∗∗
（-4.160）
-10.473∗∗
（-2.560）
0.204∗∗∗
（4.490）
0.418∗∗

（2.430）
0.147∗∗

（2.110）
3.851∗∗∗
（3.100）
6.478∗∗∗
（5.590）

801
0.158

模型（2）
5.967∗∗

（2.140）
33.582∗∗
（2.440）

-0.038∗∗∗
（-3.960）
-11.377∗∗∗
（-2.830）
0.211∗∗∗
（4.880）
-0.372∗

（-1.625）
0.131∗∗

（1.990）
5.240∗∗∗
（5.330）
6.322∗∗∗
（5.720）

801
0.164

模型（3）
26.410∗∗∗
（3.300）

-278.45∗∗∗
（-2.570）
-0.036∗∗∗
（-3.730）
-8.941∗∗

（-2.190）
0.210∗∗∗
（4.850）
0.497∗∗∗
（2.920）
0.135∗∗

（2.050）
5.576∗∗∗
（5.45）
6.358∗∗∗
（5.750）

801
0.153

表 4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10%、5%、1%
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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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高管没有亲自投入到公司的技术研发项目中

去，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微小。因此，在

样本公司中，对高管给予较高的股份比例，不但没有

提升反而降低了公司的技术创新绩效。

2. 对H2的检验分析。由表4模型（2）可知，核心

技术员工持股在 5%的水平上与公司技术创新绩效

显著正相关，表明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每增加一

个单位，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提升 5.967 个单位。

Rggsum∗ SOE的回归系数为 33.582，核心技术员工

持股与企业性质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国有企业

中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公司技

术创新绩效提升 33.582个单位。企业性质的回归系

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与公司

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与表 4模型（1）的结果基

本相同。可见，在国有企业中，核心技术员工持股对

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激励效果更

明显，验证了H2。
员工持股计划自 2014年首次提出，至今已有 3

年。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样本公司中核心技术员工

持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国有

企业中效果更显著。目前核心技术员工持股对公司

创新绩效的提升是处于哪一阶段呢？提升作用是持

续上升还是减速下降呢？将模型（2）中的Rgg_SOE
替换为 Rggsum∗Rggsum，构建模型（3），表 4 模型

（3）给出了检验结果。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在 1%
的水平上与公司技术创新绩效依然显著正相关，

Rggsum∗Rggsum的回归系数为-278.45，核心技术

员工持股比例的平方项在 1%的水平上与公司技术

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表明样本公司中，核心技术员

工持股比例已经超过了标准中的最大值，若继续对

样本公司的技术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短期内会

使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缓慢的提升，而长期内会降

低公司的创新绩效。

（三）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分析中解释变量是核心技术员工持股

比例，研究表明核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与公司的创

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国有企业中，技术

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

靠性，本文还采用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

（Rggnum）与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的自然对

数（LnRggnum）两个解释变量来代替模型（1）中核

心技术员工持股比例（Rggsum），构建模型（4）与模

型（5），重新研究技术员工持股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

的关系，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的回归系数为

0.776，t值为 1.35，表明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

与公司创新绩效在 10%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激励

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创新绩效

增加0.776个单位。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的自

然对数的回归系数为0.168，t值为4.32，表明激励核

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的自然对数与公司技术创新绩

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

数比例的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创新绩效增加

0.168个单位。其他控制变量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

在方向及显著性方面与表 4基本一致。上市年限在

1%的水平下与公司的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规

模、资产负债率、研发效率分别在 1%的水平下与公

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公司成长性显著性减弱，但

仍然在 10%的水平下与公司创新绩效相关；高管持

股比例与企业性质在此次稳健性检验中与公司创新

绩效不显著相关。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激励

核心技术员工持股人数比例还是采用激励核心技术

员工持股人数比例的自然对数为解释变量，回归结

果都是与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核心

变量

Rggnum

Lnggnum

AGE

MSR

SIZE

SOE

GROW

LEV

R&D

样本量

R2

模型（4）
0.776∗

（1.350）

-0.039∗∗∗
（-4.070）

-7.301
（-0.783）
0.203∗∗∗
（4.620）
0.405∗∗∗
（2.400）
0.159∗∗∗
（2.400）
5.141∗∗∗
（5.190）
6.501∗∗∗
（5.840）

801
0.153

模型（5）

0.168∗∗∗
（4.320）
-0.041∗∗∗
（-4.220）

-3.207
（-0.810）
0.199∗∗∗
（4.610）
0.361∗∗

（2.140）
0.131∗∗

（1.910）
1.388∗∗

（2.110）
6.189∗∗∗
（5.490）

801
0.168

表 5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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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核心技

术员工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

作用越明显。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

新绩效已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利用沪深两市 2008 ~
2015年实行股权激励政策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

证检验了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之

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核心技术员工持股可以提升公

司技术创新绩效，且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技术创新

绩效越高。在进一步分析中考虑了不同产权性质的

企业是否会影响核心技术员工持股与公司创新绩效

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核心技术员

工持股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激

励效果更明显。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采用激励核

心技术员工人数比例与激励核心技术员工人数比

例的自然对数代替核心技术员工股份比例，重构两

个模型分别检验了其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即核心技术员工

持股对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打破了固有思想，过去很多企业只

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或者说只将股权激励的对

象重点锁定为管理层，普遍认为公司管理层位高权

重，掌握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然而企业的

研发创造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仅对管理层实施股

权激励或许对公司管理创新绩效的提升有一定的影

响，但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提高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公

司的核心技术员工作为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拥

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精湛的技术能力，在创新活动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若对核心技术员工实施

股权激励，给予核心技术员工一定的公司股权，充分

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研发创造性，让员工对企

业有归属感，在研发目标上与企业保持一致的态度，

这样公司的创新绩效势必会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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