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管理层防御（Managerial Entrenchment）是指管

理层为维护自身职位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规避

公司内外部控制机制约束，在经营管理中做出更有

利于自己的行为。管理层掌握着公司经营的控制权，

处于强势地位，有可能利用其职权便利来谋求私利，

进而损害公司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防御效应”。

管理层防御研究多关注股权分散的公司，“强管

理者，弱股东”的治理结构决定了股东的劣势地位；

而管理层拥有决策权，其是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主

导者。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利用职位优势谋

求自身收益，必然引起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冲

突，而管理层为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及固守其职业

地位，将产生防御行为。事实上，在相对集中或高度

集中的股权结构中也可能存在管理层防御行为。一

般而言，当股权集中度提高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大

股东将削弱管理层对公司的影响力，缓解管理层防

御。但是我国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国有控股，

这些国家股权存在主体虚置问题，董事会给予管理

层决策权，为管理层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创造了条件。

也就是说，即使存在较高集中度的股权结构，管理层

防御水平仍较高。

根据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

在代理冲突，当公司持有大量现金时，管理层会利用

现金来满足其私欲，从而背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由此可见，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将影响公

司现金流的使用，最终影响公司流动性。本文从管理

层防御出发，通过考察管理层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

系以及管理层薪酬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关系，研究

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管理层防御的存在性

国内外学者对管理层防御的发现始于管理层持

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之后学者们又从

管理层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入手展开研究。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

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某一区间时，管理层持股与

公司价值负相关，表现为管理层防御效应。Morck、
Shleifer和Vishny（1988）研究发现，随着内部人持股

比例增加，公司价值Tobin's Q值呈先升后降的走

势。他们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在5% ~ 25%之间时，市

场对管理层的约束力减弱，管理层能够固守其职业

地位，此时处于管理层防御状态。韩亮亮等（2006）研
究发现，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8% ~ 25%之间时，管理

管理层防御水平对公司流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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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是管理层防御效应；而管理

层持股比例小于8%或者大于25%时，管理层持股与

公司价值之间是利益协同效应。McConnell 等
（2008）同样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

存在二次非线性关系，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 13.5%
后，会出现管理层防御效应。李伟等（2011）、梅世强

和位豪强（2014）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持股处于中间

水平时，管理层持股具有防御效应。

在管理层防御影响下，管理层选择低负债经营。

Fama（1980）研究发现，由于管理层要面对不可分散

的非系统风险引起的人力资本破产成本，相对于外

部股东而言，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保持低负债。管理

层所拥有的股份越多，管理层防御程度越高，他们就

越倾向于降低负债率（Fama、Jensen，1983；Friend、
Lang，1988；肖作平，2005）。Jensen（1986）研究发现，

当公司存在管理层防御时，管理层会尽量减少负债

融资（黄国良等，2010）。
（二）管理层防御的影响

关于管理层防御的国外文献多关注管理层防御

导致股东损失、融资决策的选择，以及公司并购过程

中管理者的自利行为等。根据代理理论，具有分散股

权的公司管理层倾向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

是股东财富最大化（Jensen、Meckling，1976）。当管理

者处于强势地位时，这种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

冲突变得尤为严峻（Pan、Jo，2009），管理层防御效应

从深层次限制了股东代替或惩罚管理者的权力，管理

层防御效应还会导致股东财富的缩减（Easterbrook，
1984；Jensen，1986；Pan、Jo，2009）。

强势管理者倾向于在制定公司战略过程中获得

更多自主权，为自己攫取更多报酬和补助（Shleifer、
Vishny，1989），并实行破坏价值的收购（Jensen，
1986；Morck 等，1990；Lang 等，1991；Malmendier、
Tate ，2008）。例如，Cronqvist等（2009）认为强势管

理层偏好支付给员工更丰厚的薪酬来享受私人利

益。Ghosh 等（2011）发现存在强势管理层的公司

较少使用资金杠杆及发行短期债务，以此来降低流

动性风险，并通过建造帝国大厦来保持提高薪酬和

声誉的能力。Kumar、Rabinovitch（2013）也发现，存

在强势管理层的公司更偏好通过对冲来降低公司

风险。

国内关于管理层防御的研究仍处于尝试阶段。

有的学者对管理层防御进行了综合评述（袁春生、杨

淑峨，2006；白建军，2013），分析了管理层防御行为

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表现。还有学者研究了公司管

理层防御对各种经济行为的影响，如企业现金股利

政策（李秉祥等，2007）、公司现金持有（叶松勤、徐经

长，2013）、R&D投入（李秉祥等，2014）、非效率投资

（李秉祥等，2014）、多元化投资与公司风险（周春梅，

2015）等。

（三）管理层防御与公司流动性

关于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性影响的文献较

少，现有文献大多以现金持有作为切入点研究公司

流动性。少数文献从代理成本出发研究现金持有动

机以及公司治理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下面将从管理

层的现金持有动机和现金使用来分析管理层防御对

公司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途径。

1. 管理层防御影响公司流动性的机制。管理层

代理成本会影响现金持有的水平及结构，进而影响

公司的流动性及价值。Jensen（1986）从股东与管理层

之间的代理成本出发，基于管理层防御视角，提出了

自由现金流量理论，即公司保留的大量现金会被管

理层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背离股东价值最大

化。他认为，管理层通常以追求其在公司内最大范围

的控制力为目标，因此容易出现建造“经理帝国”以

及防御投资等情况，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通

过管理层防御行为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现金持有水平也是考察管理

层防御影响公司流动性的一个角度。公司治理效率

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现金持有

水平随公司治理完善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辛宇、徐莉

萍，2006），失效的公司治理使得公司倾向于保留高

额现金（Ozkan 等，2004；Guney 等，2007）。管理层

防御也是公司治理失效的一种表现，当存在管理层

防御效应时，现金持有价值随着管理层防御程度增

加而减少（叶松勤、徐经长，2013）。也就是说，管理层

防御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管理层防御程度

越高、持有现金越多，持有现金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越小。

2. 管理层防御影响公司流动性的路径。管理层

防御主要通过公司现金持有和公司投资决策来影响

公司流动性。从公司的现金持有情况来看，在长期持

有高额现金的差业绩公司中，管理者可能存在消极

工作的现象，做出违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行为

（刘醒云、陈平，2008）；持有高额现金可以缓解负债

带来的财务困境，外部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与约

束也相应减少，有利于管理层稳固其职位（Kalch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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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7），且固守地位的管理层将利用持有的现金

进行过度投资（Easterbrook，1984）。而从公司投资决

策来看，管理层有可能背弃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本

原则，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将现金保留在公司或投

资于低价值项目（Blanchard 等，1994；姜付秀等，

2009），或者以过度投资进行权力寻租（赵纯祥、张敦

力，2013）。当管理层拥有较大权力时，也就获得了充

分的自由裁量权，更有动力将企业资金投入利己的

项目中（Harford等，2007；王茂林等，2014）。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管理层防御的研究仍处于

探索阶段。大部分学者在研究管理层防御时，并没有

对其进行准确度量，而是直接将管理层防御作为影

响因素或者影响结果。关于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

性影响的研究也较少，大多数学者从管理层滥用现

金、过度投资、减少债务融资等行为进行研究，这些

都可以归结于管理层防御扭曲了公司流动性，其中

最直接的是管理层防御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

响。但是，同样由于管理层防御的度量问题，也只能

间接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根据代理理论，具有分散股权公司的管理层倾

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

但是，当管理层处于强势地位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

的利益冲突就变得更加严重，管理层防御的存在限

制了股东代替或惩罚管理层的权力。

当前针对公司流动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现金

持有问题，大多数研究发现强势的管理者持有现金

水平大于最优现金水平，并倾向于滥用可用资金来

达到维护职业地位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现金持有水平过高可能意味着公司内部存在代理问

题，持有过量现金既能确保厌恶风险的管理者的职

位安全，规避外部资本市场监督，又能为管理层出于

私利而进行的消费与投资创造条件。大股东为了转

移资产，更加偏好流动性资产，而以现金形式持有的

资产更有利于管理层操纵现金，进而利用控制权

谋求私利。因此，如果公司的代理问题越严重，那么

其持有现金水平也越高。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现金持有量呈负相

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中，公司

流动性与管理层防御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选取现金持有水平和流动比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现金持有水平以货币资产占

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

2. 解释变量。以管理层防御程度作为解释变

量。根据李秉祥等（2008）、李秉祥等（2014）构造管理

层防御度量指标的方法，考虑管理层的自身特征、激

励特征以及约束特征三方面的因素（选取变量及含

义见表1），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度量管理层防御的

指标 EI。管理层防御指标 EI由管理层特征指标构

建，具有两面性，其既能衡量管理层防御程度，也能

衡量公司治理有效程度。

为进一步度量管理层防御程度，结合上市公司

股权性质对管理层防御的影响，构造第二个管理层

防御指标ES，取管理层防御指标EI与第一大股东性

质 Largest_state 的乘积，当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

时，ES等于EI，否则ES等于0。结合管理层防御下管

理层薪酬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构造第三个管理层

防御指标EM，当管理层薪酬增加且资产负债率降

低时，EM等于EI，否则EM等于0。

3. 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托宾Q值、净值、

盈利能力、销售波动性、净利润波动性、杠杆效率、营

运资本配置比率、研发强度、股利支付作为模型的控

制变量。各变量及其定义见表2。

管理层
自身特征

管理层
激励特征

管理层
约束特征

变量

年龄

任期

学历

持股比例

薪酬

独立董事
比例

两职设置

股权特征

定义

45 岁以下赋值为 0，45 ~ 55 岁赋
值为1，55岁以上赋值为2

3年以下赋值为 0，3 ~ 6年赋值为
1，6年以上赋值为2

硕士及其以上取 0，本科取 1，专
科及其以下取2

管理层持股数/公司年末总股数

管理层薪酬总数的均值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之
比

总经理不兼任其他职务赋值为
0，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赋值为
1，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赋值为2

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控股股东赋
值为 0，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
股东赋值为1

表 1 管理层防御指标构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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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范围

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作为样本，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按照以下条件对样本数据继续筛选：金融保险类

公司流动性情况具有特殊性，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

可比性较差，因而不将其纳入考察范围；S股、ST股

和PT股上市公司在经营和财务方面存在问题，其各

项数据指标可能偏离正常水平，不能与正常经营公

司一概而论，否则将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经营期限

持续和经营业绩良好，以此类公司为研究样本具有

代表性和可靠性。另外，B、H股上市公司的相关制

度准则与在国内上市的公司不同，为保持一致性，仅

选择A股上市公司。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尚

未完善，公司披露信息的发布时间和发布内容并不

统一，为保证 2009 ~ 2016年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将存在缺失值的上市公司剔除。

最终选取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沪深A股共 118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使用 Stata 12.0及 Spss 17.0进行

处理。

（四）模型设定

管理层防御会扭曲公司的流动性策略，这是因

为管理者和股东对流动性的偏好存在冲突。除选取

公司持有现金水平之外，将代表短期偿债能力的流

动比率也考虑进来，共同衡量公司流动性。因为所有

变量可能会与某个未被观察到的异质公司特征共同

变化（如投资机会），因此公司流动性与管理层防御

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控制内生性，使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在第一阶段，使用管理层

任期Tenure作为管理层防御的工具变量，获得EI预
期值。在第二阶段，使用EI的预期值作为回归模型中

的解释变量。两阶段模型如模型（1）~模型（6）所示。

为考察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模型的影

响，加入管理层防御指标 EI 与第一大股东性质

Largest_state的交乘项ES，结合管理层薪酬与资产负

债率的关系，加入管理层防御指标 EM，模型设定

如下：

CAit=μit+η1EIit+η2Sizeit+η3Tobin'sQit+
η4（Net-Worth）it+η5Profitabilityit+η6Sales Volatilityit

+η7Profit Volatilityit+η8Leverageit+
η9Working Capitalit+η10R&Dit+η11Dividendit+εit

（1）

类型

被
解释
变量

解

释

变

量

工具
变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

现金持有
水平

流动比率

管理层
防御指标

管理层
任期

公司规模

公司价值

净值

盈利能力

销售
波动性

净利润
波动性

杠杆效率

营运资本
配置比率

研发强度

股利支付

变量标识

CA

LR

EI

ES

EM

Tenure

Size

Tobin'sQ

Net-Worth

Profitability

Sales
Volatility

Profit
Volatility

Leverage

Working
Capital

R&D

Dividend

定义

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
重

流动比率

根据李秉祥等（2008）、李
秉祥等（2014）构造管理层
防御度量指标的方法，考
虑管理层的自身特征、激
励特征以及约束特征三
方面的因素（选取变量及
其含义见表 1），采用层次
分析法构造度量管理层
防御指标EI

ES 为 管 理 层 防 御 指 标
EI 与 第 一 大 股 东 性 质
largest_state 的乘积，当第
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性
质时，ES 等于 EI，否则 ES
等于0

按照刘银国、张琛（2012）
的方法，结合管理层防御
下管理层薪酬与资产负
债率的关系，构造第三个
管理层防御指标 EM，当
管理层薪酬增加且资产
负债率减少时，EM 等于
EI，否则EM等于0

管理层任期的平均值

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公司的市场价值与重置
价值之比

资产减去负债再除以资
产

EBITDA 除 以 资 产 ，
EBITDA 等于净利润、所
得税、固定资产折旧、无
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
用摊销及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之和

季度销售收入的标准差
除以季度资产的平均值

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
标准差

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
和除以资产

营运资本除以流动资产

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

支付股利赋值为 1，否则
为0

表 2 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性影响研究变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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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t=μit+η1EIit+η2ESit+η3Sizeit+η4Tobin'sQit

+η5（Net-Worth）it+η6Profitabilityit+
η7Sales Volatilityit+η8Profit Volatilityit+η9Leverageit+
η10Working Capitalit+η11R&Dit+η12Dividendit+εit

（2）
CAit=μit+η1EIit+η2EMit+η3Sizeit+η4Tobin'sQit

+η5（Net-Worth）it+η6Profitabilityit+
η7Sales Volatilityit+η8Profit Volatilityit+η9Leverageit+
η10Working Capitalit+η11R&Dit+η12Dividendit+εit

（3）
LRit=μit+η1EIit+η2Sizeit+η3Tobin'sQit+

η4（Net-Worth）it+η5Profitabilityit+η6Sales Volatilityit

+η7Profit Volatilityit+η8Leverageit+η9Working
Capitalit+η10R&Dit+η11Dividendit+εit （4）

LRit=μit+η1EIit+η2ESit+η3Sizeit+η4Tobin'sQit

+η5（Net-Worth）it+η6Profitabilityit+
η7Sales Volatilityit+η8Profit Volatilityit+η9Leverageit+
η10Working Capitalit+η11R&Dit+η12Dividendit+εit

（5）
LRit=μit+η1EIit+η2EMit+η3Sizeit+η4Tobin'sQit

+η5（Net-Worth）it+η6Profitabilityit+
η7Sales Volatilityit+η8Profit Volatilityit+η9Leverageit+
η10Working Capitalit+η11R&Dit+η12Dividendit+εit

（6）
其中，现金持有量CA、流动比率 LR为被解释

变量；管理层防御程度EI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

括公司规模 Size、公司价值 Tobin'sQ、净值 Net-
Worth、盈利能力 Profitability、销售波动性 Sales
Volatility、净利润波动性 Profit Volatility、杠杆效率

Leverage、营运资本配置比率Working Capital、研发

强度R&D、股利支付Dividend。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为管理层防御与公司流动性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从表 3可以看出，现金持有水平CA的平均值

为0.1628224，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大于

国有上市公司。流动比率LR的平均值为 1.489603，
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大于国有上市公司。可

以看出，国有上市公司流动性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另外，管理层防御指标 EI的平均值为-0.0000001，
最小值为-2.029217，最大值为 4.965343，中位数为

-0.0379657。可以看出 EI 的平均值非常小且为负

值，整体上也以负值居多，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

防御指标EI平均值也为负，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

理层防御指标EI却为正值。由于管理层防御指标ES
是第一大股东性质与管理层防御指标EI的乘积，将

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防御程

度放大，其平均值为负值。管理层防御指标EM的平

均值为 0.014078，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防御指

标EM为正值，而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防御指标

EM为负值。

从以上统计分析可知，总体而言管理层防御程

度较小且为负值，说明管理层谋求私利损害公司价

值的程度较小。从样本数量来说，非国有样本数量是

国有样本数量的两倍多，但是整体样本管理层防御

指标EI的平均值的正负却与国有样本一致，可见国

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防御效应更加显著。

本文采用 Spearman相关系数对主要样本进行

相关性分析，表 4列示了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各主

要变量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

看出现金持有水平与EI存在负相关关系，与ES、EM
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流

动比率与EI呈正相关关系，与ES、EM存在负相关

关系，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性分析初步验

证了研究假设。

表 3 管理层防御与公司流动性描述性统计

变量

CA

LR

EI

ES

EM

Tenure

分组

全部样本

非国有样本

国有样本

全部样本

非国有样本

国有样本

全部样本

非国有样本

国有样本

全部样本

全部样本

非国有样本

国有样本

全部样本

非国有样本

国有样本

均值

0.1628224

0.1661494

0.1551779

1.4896030

1.8064320

1.4896030

-0.0000001

0.0999757

-0.2297178

-0.0696593

0.0140780

0.0398797

-0.0452074

2.8656860

3.0150390

2.5225130

标准差

0.1189660

0.1208202

0.1142447

1.5105950

3.3956120

1.5105950

0.6623128

0.6954382

0.5095932

0.2997970

0.3557416

0.3828161

0.2749460

1.3148620

1.3644300

1.1203420

最小值

0.0001320

0.0001315

0.0011226

0.0396180

0.0216450

0.0396180

-2.0292170

-2.0292170

-1.6015830

-1.6015830

-1.9989960

-1.9989960

-1.601583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中位数

0.1323849

0.1349933

0.1266677

1.2758860

1.3277710

1.1710850

-0.0379657

0.0279009

-0.3006836

-0.3006836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最大值

0.9926800

0.9926803

0.7753819

24.5703800

204.7421000

24.5703800

4.9653430

4.9653430

1.9337960

1.9337960

4.1243160

4.1243160

1.6700750

11.0000000

10.0000000

1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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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防御与现金持有水平回归分析

由表 5可知，管理层防御指标与现金持有水平

负相关，后者随着前者增加而减少，说明管理层防御

程度越高，现金持有水平越低。结合描述性统计中管

理层防御均值为负的情况来看，管理层防御程度较

低，管理层对公司治理具有积极的影响，使用现金的

效率较高。

在考虑到第一大股东性质的条件下，管理层防

御指标ES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现金持有水平随

着管理层防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国有上市公

司管理层的防御程度较明显，管理层持有过多货币

资金就会扭曲公司流动性。国有上市公司拥有天然

的资源优势，更易融入资金。而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存

在股权虚置，使得管理层拥有经营的控制权。在管理

层防御效应的影响下，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对现

金使用起决定性作用，导致为了达到其固守职业地

位和谋求私利的目的，管理层偏好将大量资金留存

于公司。

在考虑到资产负债率和管理层薪酬的条件下，

管理层防御指标EM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现金

持有水平随着管理层防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

是说，当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且管理层薪酬增加时，

管理层会增持现金而不是负债融资。在管理层防御

的影响下，管理层为降低自身人力资本，防范公司破

产风险，即便是公司提供较高的薪酬激励，管理层还

是会选择低负债运营，提高持有现金水平，以实现自

身利益最大化。

（三）管理层防御与流动比率回归分析

由表6可知，管理层防御指标EI系数为正，说明

管理层防御程度越高，流动比率越高，公司短期偿债

能力越强。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效率与现金持有水平

之间负相关，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随公司治理完善程

度的提高而降低，失效的公司治理使得公司内部保

留高额现金。管理层防御也是公司治理失效的一种

表现，当存在管理层防御效应时，现金持有价值随着

管理层防御程度的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管理层防

御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管理层防御程度越

高，持有现金越多，持有现金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越

小。整体而言，若管理层防御程度较弱，则管理层对

公司治理的作用较为有效。

在考虑到第一大股东性质的条件下，管理层防

御指标ES与流动比率负相关，管理层防御程度提高

而流动比率降低，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防御

效应较明显，管理层防御行为将影响公司短期偿债

能力，扭曲公司流动性。在国有性质的影响下，管理

层防御程度越高，短期偿债能力越弱，公司内保留的

短期变现资产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管

理层利用股权虚置掌握了公司经营决策权，倾向于

持有高额现金以应对偿债风险，进而也方便其利用

职权谋求自身私利和固守自身地位。

变量

EI

ES

EM

Size

Tobin'sQ

Net-Worth

Profitability

Sales Volatility

Profit Volatility

Leverage

Working Capital

R&D

Dividend

N
R2

（1）
-0.0139∗∗∗
（0.0024）

-0.0055∗∗∗
（0.0020）
0.0048∗∗∗
（0.0005）
-0.2227∗∗∗
（0.0074）
0.0437∗∗∗
（0.0074）
0.0326∗∗∗
（0.0076）
-0.0098∗∗
（0.0047）
-0.0764∗∗∗
（0.0096）
0.3281∗∗∗
（0.0073）
0.3506∗∗∗
（0.0928）
0.0065∗∗∗
（0.0021）

9448
0.2394

（2）
-0.0170∗∗∗
（0.0028）
0.0150∗∗∗
（0.0037）

-0.0060∗∗∗
（0.0020）
0.0047∗∗∗
（0.0005）
-0.2217∗∗∗
（0.0074）
0.0444∗∗∗
（0.0074）
0.0320∗∗∗
（0.0076）
-0.0095∗∗
（0.0047）
-0.0766∗∗∗
（0.096）
0.3271∗∗∗
（0.0073）
0.3562∗∗∗
（0.0927）
0.0063∗∗∗
（0.0021）

9448
0.2404

（3）
-0.0168∗∗∗
（0.0028）

0.0092∗∗∗
（0.0028）
-0.0052∗∗
（0.0020）
0.0048∗∗∗
（0.0005）
-0.2229∗∗∗
（0.0074）
0.0434∗∗∗
（0.0074）
0.0326∗∗∗
（0.0076）
-0.0096∗∗
（0.0047）
-0.0757∗∗∗
（0.096）
0.3283∗∗∗
（0.0073）
0.3500∗∗∗
（0.0928）
0.0065∗∗∗
（0.0021）

9448
0.2394

表 5 管理层防御与现金持有水平实证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项；∗、∗∗、∗∗∗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4 Spearman相关系数

CA

EI

LR

EI

CA

1

-0.1316∗∗∗

LR

1

0.1697∗∗∗

EI

1

EI

1

CA

ES

LR

ES

CA

1

0.1669∗∗∗

LR

1

-0.1849∗∗∗

ES

1

ES

1

CA

EM

LR

EM

CA

1

0.1782∗∗∗

LR

1

-0.5864∗∗∗

EM

1

EM

1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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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到资产负债率和管理层薪酬的条件下，

管理层防御指标EM与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流动

比率随着管理层防御程度提高而降低，管理层防御

行为对公司流动性有不利影响。在管理层防御的影

响下，管理层即便能获得较高薪酬，其也会选择低负

债经营。管理层为降低债务偿还压力和减少职位威

胁，就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以保证其职业地位的稳

固和利益最大化。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性影响实证结果

的可靠性，从公司规模和透明度入手，以管理层薪酬

与现金持有水平为例，检验管理层防御对公司流动

性影响的稳健性。

1. 将公司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组检验。公司流动

性受公司面临的市场摩擦力影响。小规模公司相对

大规模公司来说更容易遇到较大的市场摩擦，以样

本中公司规模的均值为临界点，公司规模大于平均

值界定为大规模，反之则为小规模。对大规模和小规

模公司进行管理层防御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关系的

检验，按照模型（1）~模型（3）进行回归，结果与前文

回归结果一致。也就是说，管理层防御与现金持有水

平负相关，而加入第一大股东性质、管理层薪酬与资

产负债率因素后，现金持有水平与管理层防御之间

正相关。

在加入第一大股东性质因素后，小规模公司中

管理层防御程度较高，说明小规模公司存在管理层

防御时，受第一大股东性质影响较大，现金使用效率

较低。在加入管理层薪酬与资产负债率因素后，大规

模公司中管理层防御程度较高，说明大规模公司存

在管理层防御时，在资产负债选择和管理层薪酬方

面的防御能力更强，也更有能力持有较多现金。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第一大股东性质为

国有的上市公司拥有资源优势，融资能力更强，但小

规模公司的透明度低，获得市场参与者和分析者的

关注度低，外部融资能力弱，因此更倾向于保留充足

现金，管理层也就更容易使用内部资金来谋求私利。

2. 将公司按透明度进行分组检验。公司的不透

明度可能影响它面临的市场摩擦力水平。不透明公

司中强势的管理层更有可能滥用流动性资源来谋求

私利，因为他们更容易逃脱市场惩罚。以账面市值比

作为度量公司不透明度的指标，即以资产与总市值

之比的平均值为临界值，大于平均值的公司为不透

明公司，反之则为透明公司，比较不同透明度公司的

管理层防御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回归

结果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管理层防御与现金持有

水平负相关，而加入第一大股东性质、管理层薪酬与

资产负债率因素后，现金持有水平与管理层防御之

间正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 2009 ~ 2016年沪深A股 1181家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及管

理层薪酬与资产负债率两组关系入手，检验管理层

防御的存在性，通过构造管理层防御指标，研究管理

层防御对公司流动性影响。经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

结论：

1. 除外部融资约束条件之外，公司流动性也受

变量

EI

ES

EM

Size

Tobin'sQ

Networth

Profitability

Sales Volatility

Profit Volatility

Leverage

Working Capital

R&D

Dividend

N

R2

（4）

0.0952∗∗∗
（0.0214）

-0.1278∗∗∗
（0.0180）

0.0536∗∗∗
（0.0043）

-1.4446∗∗∗
（0.0669）

-0.4732∗∗∗
（0.0665）

-0.5622∗∗∗
（0.0688）

-0.0677
（0.0426）

-1.0973∗∗∗
（0.0863）

3.6256∗∗∗
（0.0660）

1.3467
（0.8368）

0.0267
（0.0188）

9448

0.3605

（5）

0.1127∗∗∗
（0.0252）

-0.0853∗∗∗
（0.0331）

-0.1251∗∗∗
（0.0178）

0.0543∗∗∗
（0.0043）

-1.4507∗∗∗
（0.0669）

-0.4771∗∗∗
（0.0664）

-0.5589∗∗∗
（0.0689）

-0.0692
（0.0426）

-1.0964∗∗∗
（0.0863）

3.6317∗∗∗
（0.0661）

1.3145
（0.8369）

0.0279
（0.0188）

9448

0.3606

（6）

0.1104∗∗∗
（0.0255）

-0.0478∗
（0.0253）

-0.1295∗∗∗
（0.0182）

0.0539∗∗∗
（0.0043）

-1.4439∗∗∗
（0.0669）

-0.4718∗∗∗
（0.0665）

-0.5624∗∗∗
（0.0688）

-0.0685
（0.0426）

-1.1008∗∗∗
（0.0862）

3.6250∗∗∗
（0.0660）

1.3494
（0.8369）

0.0268
（0.0188）

9448

0.3603

表 6 管理层防御与流动比率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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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防御影响。总体而言，上市公司流动性相对较

低，其中，国有上市公司流动性低于非国有上市公

司，不同行业间上市公司流动性差异较大，小规模上

市公司流动性高于大规模上市公司，不透明上市公

司流动性高于透明上市公司。

2. 管理层防御水平与公司流动性之间呈负相

关关系。整体来看，管理层防御程度越高，公司持有

现金水平越低，公司流动比率越高；第一大股东为国

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防御程度越高，越会

扭曲公司流动性，公司持有现金水平越低，流动比

率越低。

由于管理层防御指标是间接度量管理层防御程

度，并不能直接体现管理层防御的影响，因此可观察

到的管理层防御程度较弱。一方面，管理层持股比例

有限，无法用持股比例来代表管理层对其公司的绝

对控制权；另一方面，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体现在

公司正常运营中，不能以合理方式进行披露，即便是

管理层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也只能按图索骥。可见，

研究管理层防御行为对公司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应

给予重视。

（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解决公司管理层防御行

为对公司流动性的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建立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整体来说，我国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

层股权激励平均水平远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公司

应根据各自特征建立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以减少

管理层防御行为，使管理层为公司提供有效服务。

2. 制定管理层轮换机制。管理层长期担任某一

职位时，就能够利用职权为自身谋取私利，因此可采

取合理的轮换机制，以避免管理层任职时间过长，从

而提升管理层竞争意识。

3. 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司流动性管理机制。公司

制定流动性策略时，应选取多方参与、共同决定、及

时公开的方式，使得公司流动性管理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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