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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相关性
——基于法律诉讼的调节效应

【摘要】并购作为企业扩大规模、寻求新利益增长点的重要手段，已成为企业、公众与政府共同关注

的焦点，但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中取得较好绩效的成功案例并不多，因此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以2008 ~ 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资本市场中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企业为研

究样本，对法律诉讼、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税收规避程度与企

业并购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法律诉讼增强了税收规避程度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根据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特点和上市企业发展现状，从企业、政府和第三方审计三个层面提出

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企业并购绩效水平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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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完善，与国

外企业直接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企业之间的竞争

十分激烈，并购已成为企业扩大规模、寻求新利益增

长点的主要手段。2017 年年初普华永道发布的

《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惠顾与 2017年展望》的

报告中充分显示了我国上市企业的并购市场已进入

飞速发展阶段，2016年全年的并购交易总数量超过

了10000起，比2015年提升了20%以上，交易总额将

近 8000亿美元，增幅也超过了 10%，同时值得关注

的是 2016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海外并购也出现了井

喷式发展，全年海外并购数量超过900起，交易总额

超过2000亿美元。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并购交易数

量及金额不断提高的同时，并购绩效却不尽如人意。

在英国资本市场近十年的116起并购交易中失败率

超过60%，我国上市企业上汽收购韩国双龙、TCL收
购阿尔卡特等都成为上市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失败的

典型案例。因此，对并购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既具

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企业的

税负，减少企业现金流的支出，是一种积极的财务管

理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现代企业所有

权与管理权的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

的税收规避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税收规避加剧了

企业与外部投资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所有者与管

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股价崩盘的概率

大大提升，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无法对标的企业价值

进行准确评价，并购绩效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另

外，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在价

值最大化的驱使下进行违规操作和税务处理的动机

较强，中小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

保护，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程度较高，对并购绩效也

会产生极大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提升企业的并购绩

效为研究目的，重点分析了税收规避对企业并购

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将法律诉讼这一变量引

入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分析法律诉讼对税收规避与

企业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我国并购的

有序、健康发展，以及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提供有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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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法律诉讼与企业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在法律诉讼风险与企业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角

度，且国外的相关研究比国内更为丰富。在国外的相

关研究中，Chan-Lee等（2001）基于信息透明度视

角，选择亚洲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

本，对法律诉讼风险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发现企业的会计透明度越差，企业与外部投资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严重，通过并购等行为对外

部投资者利益进行侵占的概率大大提升，进而使得

企业面临的法律诉讼风险就越高，导致并购绩效水

平大大降低。Jajji等（2006）以制度环境作为企业法

律诉讼风险的衡量标准，认为在A股与H股交叉上

市的企业面临着更为严格与完善的监管环境，可以

通过不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方式获得外部投资者

的关注，进而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

法律诉讼风险。Fork等（2012）则从两职合一的视角

研究了法律诉讼风险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

存在两者合一的上市公司其法律诉讼风险程度越

高，在并购中获得高绩效水平的概率就越低。

而在我国，法律诉讼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

系研究相对较少，如郑宇豪（2017）对企业并购绩效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存在违规风险时

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与处罚，导致在并购过程中

会损失大量的融资机会，进而使得并购不能顺利实

施，并购绩效水平也就大幅度降低，同时企业还面临

着更大的股东或外部相关利益者的法律诉讼风险，

这对于企业形象有较为严重的冲击，影响了并购绩

效水平。

（二）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随着企业间并购行为的不断增多，并购绩效的

影响因素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在国外的相

关研究中，Kim等（2003）发现在并购过程中目标企

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被税务相关部门发现并给

予处罚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在这些企业中高管利

用积极的税收规避手段将收益留存在企业进而形成

过度投资等以掏空企业的利益，极大地损害了并购

事件完成后企业的绩效水平，即税收规避程度与并

购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Dhamapala等（2009）也认为

在委托代理问题下企业的税收规避并不一定能为企

业绩效的提升发挥促进作用，管理层进行积极的税

收筹划是为了留存更多的现金流量进而实现投资，

以对企业利益进行转移，达到掏空企业的目的。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对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

之间的关系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存在着两种截然

相反的观点。部分研究认为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

效之间显著负相关，即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并购绩效

水平越低。如李维安、徐业坤（2013）重点对民营企业

的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后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民营

企业如果拥有政治身份会对其税收规避行为产生促

进作用，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下，

拥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就越为显

著，但是在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税收规避与

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了显著的削

弱。宋霞（2017）以 2002 ~ 2015年的上市企业为研究

对象，将并购事件中的标的企业与主并企业进行数

据匹配，对标的企业税收规避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标的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

与并购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并进一步发现这种负

相关在民营企业并购中的表现更为显著。但也有学

者认为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关系，如李元旭等（2014）认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承担着更高的税率，进行积极的税收规避能有

效减轻企业的负担，进而提升并购绩效。

（三）文献评述

通过对大量相关研究文献的查阅与总结，可以

看出现阶段关于税收规避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的相

关研究较多，但结论相对分散，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

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不同，更鲜有将法律诉讼、税收规

避和企业并购绩效三者放在同一层面进行分析的研

究。基于此，本文拟重点研究税收规避对企业并购绩

效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分析法律诉讼对两者关系

的调节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标的企业选择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并购的成败

与并购绩效水平的高低，因此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

必须对标的企业的各项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包括市

场价值、品牌效应、历史遗留问题、盈利能力等等，都

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内容，尤其是标的企业是否进行

了税收规避及影响后果，通过对税收规避带来的影

响与风险进行综合权衡之后制定有效合理的投资并

购决策。众多学者对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

的关系展开了非常丰富的研究，认为企业开展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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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的主要依据是对避税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综合

权衡，但避税目的却与企业的治理水平有着直接的

关系，在内控机制良好的企业中进行积极的税收筹

划能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企业进行有效投资

或股利支付水平。

但是在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的大环境

中，上市企业的内部控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漏洞，

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内部控制人现象，进而使得通过

税收筹划获得的收益无法真正用于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或用于股利支付，而是被管理层用于盈余管理或

非效率投资以获得私利。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

税收筹划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因税收规避带来的风险已成为制约企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税务部门并不认可的税收

筹划处理。同时，税收规避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滋生机

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会在利用积极的税收规避获

得收益的同时加大非效率投资，使得企业利益转移

或被侵占，降低了并购绩效水平。但也有学者认为企

业通过积极的税收筹划能将更多的利益留存在企业

中，有利于进行有效投资，进而能提升企业价值，促

进企业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的税收规避在我

国现阶段内控机制并不健全、监管机制并不成熟的

环境中不利于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反而起到了抑

制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1：税收规避程度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负

相关。

企业在税务等相关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有效

的税收筹划或规避，能为企业留存更多的利益，减轻

企业的经济负担，为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提供坚实

的基础，但企业进行的税收筹划或规避政策越激进，

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被税务部门否定的概率就

越大。在并购过程中，若标的企业采取激进的税收规

避政策，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标的企业管理层为实

现自身的企业家梦想，会通过激进的税收规避政策

获得更多的现金流，易于形成投资过度；二是在标的

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较差的环境下，管理层会利用

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获得更大私利而进行

税收规避。因此，中小股东及相关投资者因利益无法

得到有效保护，进而与企业发生诉讼的可能性就越

大，税务部门否定企业税务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给

并购带来极大的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法律诉讼风险越

大，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就越为

显著。因此提出假设：

H2：法律诉讼风险增强了税收规避程度与并购

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8年由美国次货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通过并

购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化。因此，本文选择2008 ~ 2016
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中发生并购事件的上市企业为

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研究结论的一致性和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文按照以下条件进行最终样本选择：

①剔除财务数据稳定性较差和财务特征较为特殊

的金融、保险类上市企业；②剔除未全面披露财务信

息的上市企业；③剔除因违规而被证监会等监管机

构ST、∗ST的上市企业；④剔除并购当年净利润为负

值的上市企业。通过以上筛选，本文共获得994个有

效研究样本。

在数据获取方面，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

数据库中获取并购绩效、税收规避等相关数据，其余

数据均通过同花顺数据库、企业年报及新浪、巨潮等

财经网站获得。在数据处理方面，采用Excel 2016对
变量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再利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

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然后利用State软件进行回归

分析。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个别企业的数据可能会存

在异常值，为消除其影响，本文对主要变量的数据进

行了缩尾处理，范围为5%~ 95%。

（二）变量设计

1. 并购绩效。现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并购甚至是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扩

大规模、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主要方式，因此本文选

择企业并购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影响因素展

开实证分析。目前，学术界对于并购绩效的衡量主要

采用市场法和会计指标法两种方式，本文借鉴

Danliuc等（2014）的研究成果，采用并购后股价的长

期走势作为并购绩效的衡量标准，用符号BHAR进

行标识，其优点是既能消除由于并购发生后投资者

情绪波动的影响，又可以消除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

较低的影响，并基于 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构建

了BHAR的计算模型，窗口期为1 ~ 3年，公式如下：

BHARi= （1+Ri）- （1+Rpi） （1）∑
i = 1

i ∑
i =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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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为企业在第 i个月的收益率，Rpi为企

业在第 i个月时对应的组合收益率。通过式（1）计算

出并购事件发生后企业的后一年、两年及三年的并

购绩效。

2. 税收规避。现阶段国内外研究中对于企业税

收规避程度的衡量方法主要集中在实际税率

（ETR）、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值（ETR_D）、会计

盈余与纳税盈余差值（BTD）以及剔除无法被总应

计解释后的会计盈余与纳税盈余的差值（TS）这四

种方法上。相比较而言，利用TS对企业税收规避程

度进行衡量更为全面和准确，因此本文采用会计税

收差异残差对税收规避程度进行衡量，用符号TS进
行标识。

首先计算会计盈余与纳税盈余的差异（BTD）：

BTDt=β1TAt+ut+εt （2）
其中，TA为企业的总应计利润，计算方式为净

利润与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的差值与企业总资产的比

值。再对式（2）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出残差项 ut+εt，

即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TS。该值越大，表明企业

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

企业税收规避（TS）的计算公式为：

TSt=ut+εt （3）
3. 企业法律诉讼风险。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正

处于逐渐完善的过程，对于资本市场与企业的监管

也正在不断地加强，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企业被政府相关部门或外部投资者提起法律诉

讼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选择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作

为调节变量，用企业受到法律诉讼时的涉案金额作

为法律诉讼风险的衡量标准，即涉案金额越大，企业

的法律诉讼风险越高。

4. 控制变量。企业并购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因素

都会对并购绩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结合以往

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现金流量和产权性

质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对行业与年度的影响加

以控制，本文引入年度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

（三）模型的构建

综合考虑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借鉴以往

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

检验：

模型1：BHAR=β0+β1TS+β2Lev+β3Size+β4Chs+
β5GR1+β6Cash+β7State+∑Year+∑Industry+ε

模型 2：BHAR=β0+β1Law+β2TS+β3Law×TS+

β4Lev+β5Size+β6Chs+β7GR1+β8Cash+β9State+
∑Year+∑Industry+ε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 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初步了解样本企业的整体

情况、变量之间的关系及检验变量选择的合理性。结

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小于0.5且大于-0.5，表明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的设计较合理。在描述性统计

分析中，并购绩效（BHAR）的均值为-0.042，表明从

整体上看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并不理想，未达到预

期目标，主要原因可能是在监管机制并不完善的大

环境中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了利益输送，尤其

是在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人缺位的情况下，无法实

现并购目标。同时其极小值为-1.012，极大值为

1.402，表明样本企业在并购中获得的绩效水平程度

类型

被解
释变
量

解释
变量

调节
变量

控
制

变量

名称

并购绩效

税收规避

法律诉讼
风险

资产负债
率

企业规模

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
例

股权集中
度

现金流量

产权性质

年度

行业

符号

BHAR

TS

Law

Lev

Size

Chs

GR1

Cash

State

Year

Industry

说 明

利用式（1）进行计算，该值越
大，表明企业的并购绩效越
好

利用式（2）和式（3）计算，该
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税收规
避程度越高

用企业受到法律诉讼时的涉
案金额作为法律诉讼风险的
衡量标准，即涉案金额越大，
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越高

企业长短期负债之和与总资
产的比值

企业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价
值之和的自然对数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
与总股数的比值

企业极大股东持有的股份数
量与总股数的比值

企业持有现金的自然对数

企业为国有企业时，该值为
1，否则为0
虚拟变量：2010 ~ 2016年

虚拟变量：企业所属行业为
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行业时，
该值为1，否则为0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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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较大。税收规避（TS）的均值为 0.712，表明税收

规避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上市企业管理与发展中的常

态，极小值为-9.118，极大值为9.102，表明不同企业

之间的税收规避程度存在极大的差距。法律诉讼风

险（Law）的均值为 1.602，表明样本企业普遍存在着

法律诉讼风险，同时其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21.158，
表明个别企业法律诉讼风险程度过高。企业规模

（Size）的均值为 23.204，极小值为 19.102，极大值为

27.205，表明样本企业在总资产规模上差距较小。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Chs）的均值为 0.105，表明我国

上市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并没有对机构投资者的重要

性有充分的认识，机构投资者必须进一步加强和优

化。股权集中度（GR1）的均值为 0.323，表明我国上

市企业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

为 19.102，极小值为 11.502，极大值为 26.402，表明

我国上市企业倾向于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但也存

在极大差距。产权性质（State）的均值为 0.602，表明

并购市场中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在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税收规避（TS）与企

业并购绩效（BHAR）之间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

关，为H1提供了初步证据。同时，法律诉讼风险和

资产负债率均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

而企业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现

金流量和产权性质均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正

相关。

（二）回归分析

1. 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回归分析。为进

一步对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

验，本文将企业并购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税收规避

作为解释变量，按照模型 1利用 State软件进行了回

归分析，并同时对模型1构建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结

果如表 3所示。从结果来看，F值高达 165.2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Adj_R2的值为 0.288，远远大于

0.1，说明模型1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性，其构

建较合理。

在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中，税收规避（TS）与企

业并购绩效（BHA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32，且
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

之间显著负相关，主要原因是在并购过程中目标企

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越高，被税务部门不认可的税务

处理带来的风险就越大。同时，目标企业的管理层也

会将积极的税收规避留存的利益通过关联交易、盈

余管理等行为对企业利益进行转移，进而会形成非

效率投资，对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极大的阻

碍效应，充分证明了本文的H1。

变量

BHAR
TS
Law
Lev
Size
Chs
GR1
Cash
State

样本数量

994
994
994
994
994
994
994
994
994

极小值

-1.012
-9.118

0
0.041
19.102

0
0.102
11.502

0

极大值

1.402
9.102
21.158
0.921
27.205
0.312
0.902
26.402

1

均值

-0.042
0.712
1.602
0.482
23.204
0.105
0.323
19.102
0.602

标准差

0.302
1.882
3.215
1.312
4.248
0.694
0.982
3.012
0.898

BHAR
1

-0.212∗∗∗
-0.102∗∗∗
-0.208∗∗∗
0.088∗∗
0.116∗∗∗
0.114∗∗
0.172∗∗∗
0.202∗∗

TS

1
0.118∗∗∗
0.228∗∗∗
-0.102∗∗
-0.247∗∗∗
0.102∗∗
-0.332

-0.192∗∗

Law

1
0.334∗∗∗
-0.158∗∗∗
-0.092∗∗∗
0.223∗∗
0.202∗

-0.188∗∗

Lev

1
0.102∗∗∗
-0.312∗

-0.412∗∗∗
-0.104∗∗
-0.122∗∗

Size

1
0.224∗∗
0.102

0.302∗∗
0.234∗∗

Chs

1
-0.302
-0.102

-0.115∗∗

GR1

1
0.224∗
0.225

Cash

1
0.104∗∗

State

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双尾检测显著。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Con_s

TS

Lev

Size

Chs

GR1

Cash

State

N

Year

Industry

Adj_R2

F

BHAR

-0.338∗∗∗（-2.28）

-0.132∗∗∗（-1.02）

-0.258∗∗∗（-1.88）

0.422∗∗∗（-3.12）

0.102∗∗∗（0.92）

0.302∗∗∗（2.02）

0.248∗∗∗（1.78）

0.252∗∗∗（1.84）

994

control

control

0.288

165.28∗∗∗

表 3 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回归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双
尾检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T值。下同。



2018.03 财会月刊·33·□

在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并购绩

效（BHA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58，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

著负相关，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并购溢价率就

越高，并购绩效就越差。企业规模（Size）与并购绩效

（BHAR）之间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Chs）与并购绩效（BHA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10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引

入有利于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且其持股比例越高，

促进作用越明显；股权集中度、现金流量和产权性质

均与企业并购绩效（BHAR）之间显著正相关。

2. 法律诉讼、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回归

分析。本文将企业并购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税收规

避作为解释变量、法律诉讼作为调节变量，按照模

型 2对法律诉讼、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一并检验了模型 2的合理

性，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出，F值高达 165.34，且
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Adj_R2的值为0.292，远大

于 0.1，表明模型 2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其构建较合理。

在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中，法律诉讼风险

（Law）与企业并购绩效（BHAR）之间的回归系数

为-0.302，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法律诉讼风险

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税收规避（TS）与
企业并购绩效（BHAR）之间仍显著负相关，但在将

法律诉讼引入两者关系中后，即法律诉讼（Law）与

税收规避（TS）的交乘项 Law×TS与企业并购绩效

（BHA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24，且在 10%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即法律诉讼增

强了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主要

原因在于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程度越高，表明企业

存在着违规行为，对中小股东或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保护效应，同时被第三方审计机

构发现的税务问题也就更多，税收规避带来的影响

就更为严重，极大地降低了并购绩效水平，充分证明

了本文H2。另外，在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中得出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即资产负债率

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企业规模、产权

性质、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与企业

并购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综上可知，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有很多，提升企

业并购绩效的途径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考虑，如合

理调整资本结构、适当扩大企业规模、引入机构投资

者并使其持股等一系列措施，均能促进企业并购绩

效水平的提升。

（三）稳健性分析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

稳健性分析：首先将纳税盈余差值（BTD）作为衡量

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指标；其次用总资产收益率

（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对企业的并购绩效进

行衡量；最后将重新选定的变量代入两个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最终发现得出的结论与本文研究结论一

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的，构建的模型较稳健。

六、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2008 ~ 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中发

生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根据相

应条件进行筛选，对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将法律诉讼纳

入到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框架中，分析

了法律诉讼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第一，税收规避程度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

负相关。企业税收规避在内控机制良好的情况下确

实能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但在我国现

阶段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有

待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层通过积极的税收规避将

更多的收益留存在企业，只是为了进行更大规模的

变量

Con_s
Law
TS

Law×TS
Lev
Size
Chs
GR1
Cash
State
N

Year
Industry
Adj_R2

F

BHAR
0.338∗∗∗（2.28）

-0.302∗∗∗（-2.12）
-0.128∗∗∗（-1.12）
-0.224∗（-1.82）

-0.232∗∗∗（-1.66）
0.408∗∗∗（-3.05）
0.192∗∗∗（1.24）
0.298∗∗∗（2.12）
0.218∗∗∗（1.48）
0.222∗∗∗（1.52）

994
control
control
0.292

165.34∗∗∗

表 4 法律诉讼、税收规避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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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效率投资以对企业利益进行转移和输送进而获得

更多的利益，对并购绩效的提升并无促进效应，反而

起到了抑制作用。

第二，法律诉讼风险增强了税收规避与企业并

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发生法律诉讼时其

违规的税务处理行为被税务相关部门发现的几率大

大提升，进而使得税收规避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不仅

使企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更会遭受行政上的处罚，

导致企业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进而抑制了并购绩效

的发展。另外，合理调整资本结构、适当扩大企业规

模、引入机构投资者并使其持股等一系列措施，均能

促进企业并购绩效水平的提升。

（二）对策与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结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与

上市企业发展现状，从企业、政府以及第三方审计等

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我国上市企业并购绩

效的提升提供新思路。

1. 企业层面。首先，企业在制定并购策略时必

须对并购对象也就是标的企业进行充分的调研，包

括企业的盈利能力、历史信息等，尤其是在税务处理

方面更应注意，将标的企业的税务规避影响降到最

低。其次，企业应构建积极、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内

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的规范

发展与健康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对税收规避的后果

更是有着直接影响。前文研究已经表明，在良好内控

机制下积极的税收规避行为能有效促进企业价值的

提升，进而促进并购绩效的提升。因此，企业在并购

过程中应对标的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精准评

价。最后，企业的财务及税务相关人员应充分学习和

掌握国家和本地区的税务政策，避免企业因不当的

税务筹划行为受到处罚。

2. 政府层面。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构建良好

的税收征管平台，制定严格的税收征管机制，提升对

企业的税收监管能力，从根本上杜绝企业不合理的

税收规避行为。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良好的税

收优惠政策。对于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环境绩效水平

较高等企业实施较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依法纳税

的企业进行政府补贴以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

对税务处理不合规企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并将依

法纳税并入企业的评价机制中。

3. 第三方审计机构层面。第三方审计机构作为

企业外部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与管

理行为有着关键影响。因此，第三方审计机构应始终

保持审计独立性，不断提升审计质量，缓解企业与

政府、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企

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信

息进行全面真实的披露，杜绝审计意见购买等不良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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