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资本共生关系是不同种类的资本要素为了“保

值增值”的内在诉求共同生存于一定的环境中而形

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生物学中通常以“共生度”（δab）

来表征处于共生体的两个共生单元的关系。假设智

力资本共生单元为A，物质资本共生单元为B，δab即

物质资本质参量的变化率所引起的智力资本质参量

的变化率，也就是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依存程度。

反之，δba则表示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影响。共生

的终极目标是每一个参与者的能量得以最大限度释

放。同理，检验共生关系良性与否的最终标准是该共

生关系能否带来新增价值，进而通过所有行为主体

所共同遵守的分配规则使共生能量得以相对均衡地

分配。不论是自然界的共生，还是社会领域的共生，

若无法满足共生行为主体（共生单元）对某种利益的

诉求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进化，那么这种共生关系最

终将自行解体。因此，只有更为清晰地探寻共生关系

与价值行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共进化”。根

据价值功能的异质性，现代化大生产的资本共生单

元可分为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两大类。前者包括核

心层的“人力资本”、组织内部层面衍生物“结构资

本”和组织外部层面衍生物“关系资本”；后者包括货

币资金和实体层面的存货、固定资产等。本研究拟以

制造业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生物学的共

生理论，探寻经济转型期两类资本的共生关系与价

值创造之间的内在逻辑。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价值的形成与表征需要一个有形的物质载体。

尽管货币资本在价值网中既未发生价值的转移，也

未参与价值的创造，但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

作为一种媒介，便捷了商品、服务的交换，也统一了

价值的度量。原材料、厂房与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实

现了从“旧的使用价值”向“新的使用价值”的转化，

即从初级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满足人类需求、符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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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标准的商品。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工业经济

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轨的特殊时期，从粗放式扩

展到内涵式发展无疑需要大量尖端技术的支撑，这

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方向。但该类智力资本对

物质资本的替代效应并非一蹴而就，更何况智力要

素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同样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商品经

济环境。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才逐步

实现了产业发展对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并显示出

逐步增强的“正效应”。因此，就我国的现实而言，物

质资本储备对于净化智力资本融资环境、保障研发

所需的现金流具有积极意义，物质资本储备量与企

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物质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向相关关

系，企业物质资本储备量越丰富，越有助于其价值的

提升。

智力资本以物质资本为活化的对象，将原有的

使用价值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因此，它构成了价值

的源流和价值增殖的核心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理论，单纯由有价证券投资行为带来的“溢价”

部分只是资本的“增值”而非“增殖”。前者仅仅是财

富的转移与分配，而后者凝结了人的活劳动，即人力

资本所有者通过主观能动性将自身拥有的知识、技

能作用于自然物质资源，使其发生效用的改变。因

此，价值的产生以效用的改变而非财富的转移为物

质基础。

尽管社会劳动实现了“人”与“物”的结合，并且

还调节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世界的物质转化，但这

种结合与调控并非自发的，而需借助于一定的制度

基础与社会关系。一个缺乏制度文明的团队即便拥

有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与先进设备，由于人的知识、

技能与物质的结合缺乏战略性的规划与科学合理的

调控，或者由于人力资本处于激励—约束机制缺位

的环境而无法激发其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最终都将

导致“人”与“物”结合的低效率或无效率。不同的个

体在长期的组织交往中将个体智慧转化为组织知

识，这些组织知识具有公知公认的“共同认知”性和

普遍的约束性。作为人力资本在组织内部层面的衍

生物——结构资本，既是个体智慧“组织化”的产物，

又反过来推动着个体资源（人力资本）与群体资源

（物质资本）的结合，成为知识与资本嫁接的基础。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并非

发生在个体行为的“真空罩”内，而是处于一个互为

支撑、互为因果、协同合作的关系网中。企业与债权

人、股东、供应商、客户、政府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有益关系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维持富有战

略弹性的资源链—资金链—作业链—信息链，而且

还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内部资源与外部效用使用

者即价值的社会评价主体之间的对接。关系资本是

智力资本三要素中最具“外生性”的要素，通过与外

部市场的接触与交流，积极地把握未来的研发方向，

以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而非“真空罩”内的创新实现

价值的创造，是关系资本之所以具有价值功能的实

质所在。可见，关系资本对价值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

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提升“人”与“物”相结合

的效率、方向性、目标性及市场传播力。由此，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H2：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企业智力资本积累量越丰富，越有助于其价值的

创造。

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正如斯威比（Karl Erik
Sveiby，2002）所言：“信息是劳动的对象（Object），而
知识是行动的过程（Process）。”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

代，价值对行动者知识、技能的活化过程有着极强的

路径依赖。价值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不同类型资本

的存量，因为固化的资本储备量只是特定时点上价

值创造的基础。从可持续经营的视角来看，市场需求

与战略规划始终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因此，

资本储备量的结构化调整成为对动态环境的积极应

答。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的充裕、生产设备技术性能

的提高以及劳动对象精细化水平的提高等物质资本

“质”的改善，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人、制度与社会关系

来驱动。否则，“机器依然是机器”，存储于保险柜的

货币也无法自行增殖。“质”的改善最终需要“量”的

匹配来予以“催化”。所以，物质资本的变化需要相应

的智力资本的变化来予以响应。同理，价值的创造是

主体生产力作用于客体生产力的能动过程，若缺乏

相应的资金、原料与设备，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则

缺乏发挥能动性的物质载体和客观对象。知识及运

用知识的能力始终只是存储于个人体内的、尚未激

活的，且无法实现价值增殖的“僵化的智慧”。可见，

智力资本整体数量与质量的改善同样需以物质资本

的同步改善为支撑，侧重反映资本匹配状况的静态

共生关系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静态共生关系与企

业价值呈正向相关关系，该共生关系的对称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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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资本变动的匹配无疑对价值创造具有重要意

义，但资本共生体中的绝大多数单元均具有相对或

绝对意义上的稀缺性。因此，若无视资本的稀缺性而

试图通过单纯的规模匹配来获得帕累托最优，其共

生损耗是极其可观的。法瑞尔（Farrell，1957）的经济

效率理论认为，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和技

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构成了经济总效率。前

者强调既定生产技术水平下的最佳投入组合，后者

反映既定投入组合下的最大产出，现实中更多地采

用产出投入比来反映技术效率。

共生关系稳定与否与分配系数Ksm紧密相关，

而Ksm值是共生能量与共生损耗（成本）的函数。借

鉴经济效率的思想，本研究将资本共生体内产出与

投入的比界定为动态共生关系，以期通过共生能量

与共生损耗的对比来揭示共生关系的质量。价值创

造本身需要以一定的物力、财力及人力的投入为依

托，“效用”的转化也需以一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的消耗为基础，只不过这种“消耗”并不是原有使用

价值的消失，而是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替代了旧的使

用价值。经济学中的“规模效率”指出，在技术既定的

生产条件下，产出的扩大不一定带来利润的相应增

加。然而，在衡量企业价值时，不论是采用账面数据

还是市场数值，不论是否进行贴现处理，由经营所得

而非资本营运所得的增值部分构成了价值的基础。

可见，资本共生体新增总能量的扩大并不等价

于企业价值的相应增加，价值的创造是一个“所耗”

与“所得”的对比过程。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之下，共

生关系的稳定性直接受限于Ksm值，一旦共生关系

无法满足各共生单元对资本增值的诉求，在共生引

力的驱动下，既有共生关系自动解体，价值创造过程

也将中断。综上所述，共生单元匹配、共生投入（损

耗）、共生产出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可通过右图描

述，进而提出假设：

H4：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动态共生关系与企

业价值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资本共生体的投入产

出效率越高，越有助于价值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界定

1. 物质资本（MC）。物质资本为样本企业货币

资金、存货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之和。由于金融资产

不具备即时支付功能，它只是虚拟资本的一个具体

表现，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具备资本的内容，其价值

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分配领域而非价值创造领

域，因而排除在外。

2. 智力资本（IC）。智力资本为样本年度特定企

业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之和。本研究将智

力资本的投资主体界定为企业，因此，由家庭、学校

和社会机构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进入本模型的量

化评价之中。

3. 静态共生关系（SSR）。静态共生关系侧重反

映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基期和报告期总规模的变

化幅度。由于资本密度的差异，不论哪一类资本共生

单元的数量、质量方面的改善均不宜以“资本储备增

长量”这一绝对值为基准，而应采用类似于经济学中

“弹性”的相对值指标。生物学中的“共生度”“共生系

数”为评价资本匹配性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为了

消除方向性的差异，本研究拟采用经过绝对值处理

的“共生系数”（θ）来衡量静态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θa与θb本质上是一个事物的两

个方面，本研究选取θa为评价尺度。当θa>1/2时，即

可判断物质资本对智力资本的影响力大于后者对前

者的影响力，其生物学的意义等同于θb<1/2，因此，

无须重复进行θb的测试。

4. 动态共生关系（DSR）。本研究拟使用DEAP
软件计算的效率值（DEA）作为动态共生关系的替

代变量，不考虑偏差变量S-和S+。

为了更有效地对比“现金流”指标、“会计利润”

指标与价值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借鉴南星

恒（2012）、卢馨（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

θm
a =

||δm
ab

||δm
ab + ||δm

ba

其中，δab =
dZa/Za
dZb/Zb

共生引力：资本的逐利性

两类资本结构性匹配

共生投入与产出之比

静态关系

动态关系

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

通过提高要素匹配度和投入产出比来获取规模效率

企业价值

共生关系、经济效率与企业价值的内在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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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四组被解释变量：现金收益（CI）、营业利润（OP）、
利润总额（TP）和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Adj_ROA）。
其中，行业分类参照证监会（CSRC）颁布的《2014年
1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均值通过Excel的
AVERAGE函数整理得出。此外，本研究选取“企业

规模”（SIZE）为控制变量，用样本年度企业平均总

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各变量的名称、符号与计算思

路如表1所示：

考虑到创业板上市公司趋势特征并不显著，部

分时间段为“非正向对称性互惠共生”，部分时间段

又为“反向非对称共生”，整体上呈反复波动态势，尤

其是在多个考察期间出现 dza>0与 dzb<0并存进而

导致δab≠δba<0，因而，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不进

入本研究的二次评价范畴。选取沪、深两市制造业主

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共836个样本值，年度锁定

为2014年。

（二）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分别构建以下四个企业价值的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进一步检验智力资本、物质资

本、静态共生关系、动态共生关系对企业价值的作用

与影响：

CI=b0 +b1MC+b2IC+b3SSR+b4DSR+b5SIZE
+ε （模型1）

OP=b0 +b1MC+b2IC+b3SSR+b4DSR+b5SIZE
+ε （模型2）

TP=b0 +b1MC+b2IC+b3SSR+b4DSR+b5SIZE
+ε （模型3）

Adj_ROA=b0 +b1MC+b2IC+b3SSR+b4DSR+
b5SIZE +ε （模型4）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根据表3
中的数据可知：

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两个共生单元之间存

在较强的相互促进、相互掣肘的关系。物质资本与衡

量企业价值的前三个替代变量现金收益（CI）、营业

利润（OP）及利润总额（TP）均显著正相关。就相关

系数来看，物质资本与现金收益的系数最高，这反映

了我国制造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物质资本依然

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智力资本同样与衡量企业价

值的前三个替代变量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均高

于物质资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作为唯一一个

变量
属性

被
解
释
变
量

解
释
变
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现金收益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调整后的
资产收益
率

物质资本

智力资本

静态共生
关系

动态共生
关系

企业规模

变量符号

CI

OP
TP

Adj_ROA

MC

IC

SSR

DSR

SIZE

变量定义

年度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所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

利润表中年度“营业利润”

利润表中年度“本年利润”

企业资产收益率与样本年
度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的
差，样本公司 ROA-行业
ROA均值

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存
货+固定资产”

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
资本=应付职工薪酬+（管
理费用-业务招待费）+（销
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θa＞1/2，赋值“1”；θa＜1/2，
赋值“0”
DMUC 投入产出的群内相
对效率值（DEA）

总资产自然对数（LnAssets）

表 1 共生关系影响企业价值实证模型中
各变量的界定

表 2 资本共生关系影响企业价值模型中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物质资本（MC）

智力资本（IC）

静态共生关系
（SSR）

动态共生关系
（DSR）

企业规模（SIZE）

现金收益（CI）

营业利润（OP）

利润总额（TP）

调整后的资产收
益率（Adj_ROA）

样本量

Min

4.90E7

1.52E7

0

0.1290

8.380

-6.83E8

-6.90E8

2.74E6

0.0299

836

Max

2.E11

6.64E10

1

1.000

11.570

9.42E10

4.03E10

4.26E10

11.6539

Mean

Sta.

5.18E9

9.46E8

0.5200

0.6620

9.5334

1.80E9

5.02E8

5.55E8

1.3114

Std. Err

4.560E8

1.100E8

0.017

0.005

0.01671

1.895E8

6.86E7

7.21E7

0.0450

Std. Dev

1.319E10

3.180E9

0.5000

0.1597

0.48272

5.479E9

1.984E9

2.087E9

1.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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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值指标“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Adj_ROA）与
两类资本的储备量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主要是因

为Adj_ROA经过了相对化处理，熨平了不同共生体

内资本密度的差异，因此不直接受资本规模大小的

影响。

静态共生关系（SSR）与企业价值各替代变量

（Adj_ROA除外）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由于静态

共生关系侧重于反映两类资本总量变动的相对幅

度，而未触及变动幅度与资本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单纯资本总量变化幅度的改善不足以提升企

业价值，只有总规模变化幅度与其产出水平相匹配，

资本之间的结合才更具效率。

动态共生关系（DSR）与企业价值各替代变量

均显著正相关。其中，与现金收益（CI）的相关系数

最大，这表明各类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对现金收益

的正向影响高于对会计利润的影响。由于会计核算

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之上，对于收益的确认、成

本费用的归集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递延、待

摊、应计等调整手段的客观存在，使得会计利润在不

同程度上折射着“会计出价值”的影子，而掩盖了智

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对真实价值的贡献。

（三）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汇总如表 4所示。由于 SSR、DSR和

Adj_ROA均为相对值指标，为了削减以绝对值度量

的某些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数值差异过大从而导

致回归系数畸高畸低的现象，本研究在进行回归之

b0

MC

IC

SSR

DSR

SIZE

F-Test
Adj-R2

Sig.F
N

模型1
Coefficient

-1.284

0.356

0.639

0.014

1.002

0.069

1563.702
0.904
0.000

836

Sig.
0.033

（-2.141）
0.000∗∗∗

（11.951）

0.000∗∗∗
（48.290）

0.217
（1.236）
0.002∗∗∗
（3.167）

0.117
（1.570）

模型2
Coefficient

-0.907

0.115

0.409

1.009

4.061

0.005

548.262
0.766
0.000

Sig.
0.100

（1.648）
0.001∗∗∗
（3.191）

0.000∗∗∗
（33.815）

0.878
（.153）
0.053∗

（1.936）
0.051∗

（1.954）

模型3
Coefficient

-4.435

0.288

0.720

-0.353

6.910

1.202

644.694
0.794
0.000

Sig.
0.182

（1.335）
0.000∗∗∗
（4.058）

0.000∗∗∗
（35.953）

0.871
（.163）
0.092∗

（1.687）
0.109

（-1.604）

模型4
Coefficient

-0.110

0.045

0.877

0.216

1.950

0.027

11.530
0.059
0.000

Sig.
0.925

（-0.094）
0.475

（-0.714）
0.693

（0.395）
0.014∗∗

（-2.472）
0.000∗∗∗
（6.690）

0.835
（0.209）

VIF

1.932

2.119

1.003

1.132

2.011

SSR
DSR
MC
IC

SIZE
CI
OP
TP

Adj_ROA

SSR
1

-0.019
-0.002
0.028
0.006
0.034
0.025
0.025

-0.086∗∗

DSR

1
0.198∗∗∗
0.234∗∗∗
0.316∗∗∗
0.264∗∗∗
0.231∗∗∗
0.231∗∗∗
0.240∗∗∗

MC

1
0.720∗∗∗
0.685∗∗∗
0.788∗∗∗
0.660∗∗∗
0.682∗∗∗
0.027

IC

1
0.509∗∗∗
0.935∗∗∗
0.874∗∗∗
0.889∗∗∗
0.048

SIZE

1
0.571∗∗
0.446∗∗∗
0.466∗∗∗
0.067

CI

1
0.898∗∗∗
0.908∗∗∗
0.091∗∗∗

OP

1
0.998∗∗∗
0.217∗∗∗

TP

1
0.210∗∗∗

Adj_ROA

1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 和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表 3 资本共生关系影响企业价值模型中的相关系数

表 4 资本共生关系影响企业价值模型的多元统计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字为 t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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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部对其取对数以缩小数值差异。但不同模型中

的解释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解释力及显著性依然存在

一定的差异。从不同解释变量对四个模型影响效应

的综合情况来看，不论是以现金指标还是会计利润

指标所表征的企业价值，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但比较而言，不同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企业价

值的解释力及显著性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单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较之于其他三个

模型而言，以“现金收益”为企业价值度量指标的模

型（模型 1）的拟合优度最佳（Adj-R2=0.904），其 F
值（F1=1563.702）也大幅度超过其他三个模型。物质

资本（MC）、智力资本（IC）及动态共生关系（DSR）

三个变量均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静态共生关系

（SSR）和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对以“现金收益”

描述的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

对于以会计利润度量企业价值的两个模型（模

型 2、模型 3），其拟合优度（0.766 和 0.794）与 F 值

（F2=548.262、F3=644.694）都较为接近，“营业利润”

和涵盖非经常性损益的“本年利润”在度量企业价值

时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这从侧面反映出“营业性

活动”而非“非经常性项目”构成了我国制造业上市

公司新创价值的主体，这符合制造业价值创造的基

本逻辑。并且，物质资本（MC）、智力资本（IC）和动

态共生关系（DSR）三个解释变量都在不同水平上

显著影响会计利润所度量的企业价值。

对于以“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度量企业价值的

模型（模型 4），其拟合优度（Adj-R2=0.059）和 F值

（F4=11.530）均低于前三个模型。各自变量（DSR除

外）对模型的解释力度均未达到 1%水平上的显著。

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指标在数据处理时经过了差异

化调整，即将各样本的资产收益率减去行业均值取

其差。这种处理虽然统一了样本公司ROA与行业

均值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缩小了各样本公司ROA
的实际差。由于被解释变量均未进行差异化调整，而

解释变量（Adj_ROA）为实际值与行业均值的差，所

以二者计量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该模型的整体解释

力相对较弱。

2. 不同解释变量对四个模型影响效应的综合

分析。物质资本（MC）与智力资本（IC）在前三个模

型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结

合回归系数来看，每一个回归模型中 IC的非标系数

均高于MC。可见二者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依

然存在差异。在价值创造中，物质资源即原有使用价

值的加工、转移取决于“人”的知识、技能、主观能动

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智力资本要素。

脱离了智力资本要素，单纯的物质资本的效用无法

被“活化”，其对企业价值贡献的大小受到与智力资

本结合程度的影响，这与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述相吻

合。MC和 IC在模型4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

是因为MC与 IC在数据采集时直接选用年报数据

的绝对值，而Adj_ROA是经过差异化处理的相对

值，因此导致其解释力较弱。总体来看，回归结果支

持前文提出的H1、H2。
静态共生关系（SSR）在前三个模型中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仅在模型 4中在 5%的水平上显著，H3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 SSR指标的赋值有一定关

系。由于 SSR在进行哑变量赋值之前本身是一个相

对值，而前三个模型对企业价值的度量均采用绝对

数值，仅有模型4 中的Adj_ROA经过相对化和差异

化双重处理。

动态共生关系（DSR）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四

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显著性水平略有

差异，H4得到验证。不论采用何种指标度量企业价

值，DSR在四个解释变量中的回归系数均最为突

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效率最终要体现为资本的增殖

性和增殖率，并受资本与其他要素结合程度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企业价值的创造不仅仅体现为多

元资本结合的一个静止状态，更多地依赖于共生体

的运动效率，即共生投入与共生产出的比。前者只是

一个既定技术水平及价格水平下的配置效率，而后

者反映了既定投入下的技术效率，二者共同构成了

“经济总效率”。

在模型 1和模型 4中，动态共生关系（DSR）对

企业价值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可见，较之于会计利

润，“现金收益”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制造型企业在价

值创造中的“所费”与“所得”的比较。这种比较建立

在实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运动基础之上，排除会

计利润“天然”无法剔除的各种人为调节因素，诸如

递延、预提、待摊、应计等等，回归到价值创造的本

原，即活劳动作用于客观物质对象所带来的增殖，而

含有“杂质”的会计利润本身就包含了资本增殖以外

的偶发行为带来的“增值”以及出于盈余管理目的的

“调整价值”，与真实资本运动效率存在一定的距离。

因此，在模型2和模型3中，DSR对企业价值的解释

力相对较弱。模型 4 在未做差异化处理之前就含有

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因此DSR在该模型中对企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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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影响较为显著。

控制变量（SIZE）在四个模型中的显著性均较

低，仅在模型2 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整体而言，规

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甚微，这与学者南星恒（2012）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企业规模是一个内生性变量，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储备量本身就是在长期投资过

程中形成的，规模性问题因而被直接隐含在解释变

量之中。本研究是从多元资本投入产出效率的视角

探寻价值创造机理，绝对值意义上的企业规模对资

本效率的解释就显得较为“苍白”。

五、管理对策与建议

（一）根据密度增容的“财务阻滞效应”理性匹配

两类资本存量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种群数量的扩张明显受到

生产技术、制度安排甚至行为者心智模式的约束，具

有“密度依赖”的特性。资本种群数量的演变所产生

的“阻滞作用”本身具有双重财务意义：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资本密度的扩张受限直接

影响了公司财务能力，使其可获利的资源基础被削

弱，并束缚了某一类资本对其他共生单元“再融资”

能力的发挥。例如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单纯的货币

资本融资困境重重，而基于企业家或高管团队人力

资本所构筑的社会网络关系则能有效带动物质资本

融资。但现实是人力资本的流动同样存在“马太效

应”，即社会声誉度越高、社会网络关系越广的人力

资本越倾向于同物质资本雄厚的组织达成契约；而

社会声誉度较低、社会网络关系较窄的人力资本所面

临的备选（物质资本）共生单元极为有限。Neuhauser
（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积累的初始状态通过

资本契约质量这一中介变量正向影响资本生态环

境，这里所说的资本契约质量是指契约对异类资本

“再融资”的带动作用及对资本网络的辐射效应。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尽管不同资本共生单元在

价值创造中的功能与作用存在客观差异，某一资本

单元种群数量的盲目扩张无法实现与特定企业介质

内其他单元的匹配（规模匹配与功能匹配），“共进

化”则缺乏现实的推动力，共生能量更是无从谈起。

在资本匹配畸形、资本回报有限的介质中，既有的共

生关系必将走向破裂，各类资本将对共生伙伴进行

重新遴选。可见，不论初始状态如何，资本共生单元

只有在相互促进、相互掣肘的连续博弈中寻求一个

种群数量平衡点，以实现规模匹配、功能互补以及能

量分配的对称，进而才有可能在共进化的过程中获

取最大化的资本回报。

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

张应同智力资本“活化”功能的提升实现同频共振

效应，摈弃“旧常态”下的两种极端配置行为，即要么

盲目进行有形资本项目的“粗放式”扩张而忽视智力

资本“内涵式”积累，要么为“研发”而“研发”，忽视有

形项目与无形项目的内在匹配性，盲目进行智力资

本投、融资，结果导致企业拥有极高的智力资本账面

价值，但无法收获其应有的市场价值。

（二）通过提高资本共生效率来优化制造型企业

的供给质量

在生物学领域，尽管密度繁殖（扩张）与生存质

量的提升均被视为共生能量的具体表现，但在特定

的时空条件下，二者的进化意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密

度繁殖在共生关系初建且稳定性较弱的时期具有种

群扩张的积极意义，而当共生种群密度与维度较为

庞大且共生关系日益稳定时，盲目的密度扩张不符

合
Esa
Eca

=
Esb
Ecb

=Ksm 的能量分配均衡法则。一旦庞大

的共生损耗超出共生单元的承载能力，那么，共生关

系将难以为继。上述能量分配的均衡法则不仅仅对

某一个共生单元具有约束性，当且仅当共生体内所

有行为者都遵循这一法则，共进化才成为可能。从共

生理论的角度探寻“巨人”“德隆系”等一系列盲目进

行资本扩张而导致失败的案例，不难发现资本规模

的扩张在初创期、成长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一

旦割裂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便前期的资本运动

具有可观的“总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性的“规模

效率”。

因此，企业价值不单纯是资本投入的函数，而且

是资本运动效率的产物。企业价值不是某一类资本

盲目扩张的函数，而是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互惠共

生的产物。共生效率取决于共生产出与共生投入在

特定时期的变动方向与幅度。“共生度”的基本要义

不是两个共生单元数量上简单的“同增”与“同减”，

而是在变化方向与幅度上的彼此匹配。因此，一味加

大智力资本投入并不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利器”。在

剥离、消化、淘汰一批不良物质资本的基础上，调整

两类资本的投入方向与步伐，才是提升供给质量的

根本思路。总之，通过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的管理

创新来提高投入要素的差异化水平，推动要素消耗

向要素创新的转轨，以打破产出同质性对物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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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要素同质性的路径依赖，是从共生视角下对“供

给侧”改革思路的一个解读。

（三）通过动态选择共生环境调适方式来激活企

业价值创造潜能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共生体的环境调适是改

善共生关系、实现共生模式向更高层次相变的重要

变量。由于共生体与共生环境都是动态系统，因此，

调适方式不单纯是一种静态的技术手段，而是具有

双向功能的彼此感知、判断、预测与选择的过程。借

鉴Michael E.、Druck Haroukes（2013）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共生体的环境调适方法分为“跟进式调适”

（Following Adjusting）与“引领式调适”（Initiating
Adjusting）两大类，并根据不同阶段共生关系的差异

来设计调适方式的动态选择机制。

以“控制”与“要素改善”为核心的跟进式调适是

“环境适应论”的产物之一，其主要特征即为“以变应

变”——当共生环境发生变化时，共生体以此为指导

进行相应的调适，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获得持续

演进所需的内、外契合效应。具体而言，首先应控制

资本效率相对低下的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避免粗

放式扩张所带来的“剩余分配陷阱”，相应增加具有

高质量、高回报能力的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以资本

投入结构的改善来优化后续资本分配的结构。其次，

在企业微观分配政策的制定上，改变物质资本“挤

占”智力资本收益的非对称性分配格局，以降低能量

分配系数的差异为切入点优化激励—约束机制。比

如，在国家逐步限制、淘汰“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

产业、倡导“绿色、环保、节能”产业的共生环境下，共

生体为了提高生存质量，在战略层面应调整两类资

本的密度增容速度，改善共生度与共生系数。总之，

跟进式调适并未彻底“颠覆”共生单元之间旧有的格

局，只是通过或抑制或放大的调节手段来控制共生

体的内部因素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种方法对处于

产业升级中的资本共生介质而言具有较大的现实意

义及较强的可操作性。

以“突破”与“要素重组”为核心的引领式调适是

“相互影响论”的产物，是对环境“不可控论”的回驳，

其主要观点包括：共生体的主动变化所引发的环境

变迁引导环境朝着有利于共生体的方向演进，以获

得最佳的密度增容；通过要素的重新排列组合打破

既有的环境边界，以拓展共生体的生存空间；降低环

境的不确定性或对自身的负效应，以提升共生体的

生存质量。“新常态”下，市场需求的异质性、瞬时性

及高附加值性同企业的供给始终处于一个非均衡状

态，在货币、存货、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共生单元构

成要素数量、质量与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依托有形要

素进行产品创新以期获得行业超额利润举步维艰。

通过与智力资本达成共生关系契约，实现无形的“服

务流程”“商业文化”“品牌”与有形的“物”的有机结

合，进而通过构建“客户参与式”服务创新平台来进

行关系资本积累，以突破有形要素的制约。毕竟，良

好的社会关系为企业寻求变革创意、定位创新方向

提供了指导，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获得了在社会

网络之外所无法获得的扩张效应。这种结合对环境

的直接效应改变了外生变量的参数，将作为“局外

人”的客户、供应商通过能量共享这一纽带纳入共生

体，并形成一种辐射带动力影响着共生体外的潜在

客户，实现内部战略变革与外部环境变化的交融，最

终将激活企业的价值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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