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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债、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
——基于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解释

【摘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有效性的三个假设，同时研究公司

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对其有效性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负债经营的财务杠杆效应对提升公司经营绩

效具有促进作用，且当企业规模越小、固定资产比重越低、属于非国有企业时，负债经营的有效性就越凸

显，而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越高的公司越具有风险偏好。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稳健性不足，当

以权益乘数为内生变量时，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责任仍然表现出无效性，R&D比重则表现出有效性；扩

大企业规模会导致承担职工责任表现出无效性，而提高固定资产比重则会降低社会责任的有效性，提高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通过影响R&D比重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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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实中，公司很难实现无负债经营。当公司实现

负债经营的时候，就产生了财务杠杆。公司的财务杠

杆越高，经营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改善公司的负

债经营状况以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积极作用，是提

高公司经营绩效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构建自身发展的软

实力。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

而企业声誉又对公司经营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于“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能否推动经营

绩效提升”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其中对于负债经营的

争议主要在于企业负债多少才能充分发挥财务杠杆

的积极效应。而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真的能推动经营绩效提升吗？在

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分析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

对提升公司经营绩效的有效性，验证承担社会责任

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负债经营状况从而推动经

营绩效提升，并从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等方面进

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1. 企业负债与公司经营绩效。负债经营是企

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企业负债催生了 Jensen、
Meckling（1976）提出的关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

理关系。在这种代理关系下，企业负债能否推动公司

经营绩效提升才是股东和债权人关注的焦点。不同

理论对资本结构的解释存在差异。权衡理论认为存

在最优资本结构，当偏离最优资本结构时，企业会以

一个较快的速度进行调整；而优序融资理论则认为

企业最偏好内源融资，然后才是债务融资。从企业投

资的角度来看，由于债务融资减少了企业管理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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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资源，因而对于企业过度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由于企业负债是对高成本产出扩张和投资的

一种承诺，徐腊平（2009）认为其与产品市场竞争力

具有非线性关系，即短期恶化与长期优化的作用，而

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最终也会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

影响。从企业负债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经营负债与

金融负债。其中，经营负债主要是面向供应商、客户、

员工、政府等形成的负债，而金融负债主要是短期借

款、长期债券、长期借款。黄莲琴、屈耀辉（2010）研究

了企业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

差异性，认为经营负债比金融负债更能提升公司的

价值和成长性。从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实际来看，其

更加倾向于股权融资。因为股权融资有利于降低企

业经营风险，但较多地偏向股权融资会导致企业在

银根紧缩时面临资金周转和信用困难。然而，企业负

债过高又会抑制投资行为并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因而对于公司而言并不是债务越多越好，也不是越

少越好，而是需要在其中寻找一个均衡点。

2.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对于一个企

业而言，改善经营状况以获取最大利润是其根本追

求。然而，一个企业要实现长久发展，就需要承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现有研究关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

会责任存在不同的观点。从企业的经营利润导向来

看，能否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是企业管理者是否承

担了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持

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应以追求利益为唯一导

向，即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仅仅是对管理者自身

有利。该观点认为广泛存在的伪社会责任现象不仅

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还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伤害。然

而，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体现企业经营哲

学和价值理念的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发展的“软实

力”，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对于一个企

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是完善自身制度建设、提高企

业声誉、平衡长短期利益的过程，重视长期利益更能

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当企业面向消费者承担社

会责任时，可以很好地体现企业的责任感，从而推动

企业品牌资产的建设，这种品牌资产比实物资本能

更低成本地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同时，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还可以有效减少资本约束与企业发展阻力，从

而促进经营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企业负债经营的财务杠

杆效应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的研

究较为重视，但存在如下不足：①现有研究多是对负

债经营、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两两

关系进行研究，较少将三者综合起来研究；②现有研

究较少涉及企业负债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及其对

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企业负债

经营、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内部

机理，研究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绩

效的内生影响。

三、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1. 假设提出。企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组

织，追求更高的经营绩效是企业发展的本质要求。现

有研究表明，公司经营绩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负债水平和社会责任是公司经营绩效的重要影响因

素。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负债包括经营负债和金融

负债两个部分，将企业负债水平控制在一个合理的

区间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而从企业的长远

发展考虑，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

升。那么，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之间是否存在相

互作用机制呢？从企业负债的影响因素来看，现有研

究认为公司的规模、股权与产权性质均对企业负债

有显著影响，而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也显著受到

规模、股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负

债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关关系。另外，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会直接促进企业声誉提高，叶康涛等（2010）认为

不好的企业声誉会抑制债务融资。由此可见，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对公司负债经营具有重要影响，最终目

的是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

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不仅

存在直接影响，当以企业负债指标为内生变量时，社

会责任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负债来对公司经营绩效

产生促进作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

业声誉，吸引更多的股权融资，从而导致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降低，进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由此提出假

设1：
假设 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通过优

化债权比例来提高公司经营绩效。

规模较小的公司更加倾向于股权融资，降低企

业的经营风险；固定资产比重低的公司由于自身实

力较小，因而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企业的负债水

平也就较低。同时，公司的债务情况也受到股权结构

的影响，国有企业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和较大

的资源优势，更加具有风险倾向。因此，本文认为具

有小企业特征（规模小、流动资产比重大、非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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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公司更加具有规避风险的倾向，希望获得更多

的股权融资以提高公司绩效。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 2：企业债务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内生作

用，并受到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会受到公司规模、股权结构的影

响，而公司规模和股权结构也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

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

公司经营绩效有着内生影响。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可以通过提高职工工资来承

担对于职工的责任，也可以通过提高R&D支出来

承担关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责任，因而公司的

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会对不同的社会责任产生不

同的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内

生作用，且受到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影响。

2. 模型构建。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企

业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三个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企

业负债水平、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1）：
y=x1'β1+x2'β2+x'β+μ，μ ~N（0，σ2In） （1）
式（1）中，x1和 x2分别表示企业负债水平和社

会责任，x表示模型的控制变量，μ为残差项。本文以

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公司经营绩效。在企业的

负债经营方面，由于企业负债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的

资产负债率水平，也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杠杆，

为此选取权益乘数（Em）衡量企业负债水平。当企业

的权益乘数越大时，企业的负债水平就越高，经营风

险也就越大。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额

外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改善职工生活、推动企业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为此采用职工工资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Ws，简称“职工工资比重”）以及企业研发投

入占资产总额比重（Rd，简称“R&D比重”）来衡量

企业的社会责任。当企业的职工工资比重越高时，表

明企业更愿意将自身获得的利润转移给职工，用于

改善职工的生活，因而该比重衡量的是企业对内部

的社会责任；而当企业用于R&D的投入越大时，表

明企业更愿意通过开发新技术来改善生产工艺，从

而对社会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发挥显著作用，故

R&D比重衡量的是企业对外部的社会责任。为此，

式（1）可以改写为：

Roei=β0+β1Emi+β2Wsi+β3Rdi+x'β+μi （2）
式（2）中：β1表示权益乘数（Em）对公司经营绩

效的影响，反映企业负债水平带来的财务杠杆效应

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β2和β3分别表示职工工资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Ws）以及R&D比重（Rd）对
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企业在承担员工责

任和社会发展责任方面的有效性。假设 1认为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有效发挥负债带来的财

务杠杆效应，也即企业经营的杠杆效应对企业经营

绩效的影响表现出内生性。为验证假设 1，对式（1）
和式（2）进行改进，构建一个以权益乘数为内生变量

的联立方程模型，如下所示：

（3）

式（3）在式（2）的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任变量作

为权益乘数的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联立

方程模型。其中，α0、α1和α2分别表示以负债经营的

财务杠杆效应为被解释变量情况下的常数项、企业

社会责任影响系数，εi则为残差项。在式（1）中，将企

业规模、资产和股权结构等要素纳入控制变量中，即

公司的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对企业经营绩效也有

着显著影响。然而，假设 2认为规模、资产与股权结

构通过影响企业财务杠杆效应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

产生显著影响。为验证假设2，本文建立如下联立方

程模型：

（4）

式（4）中，控制变量被当作解释变量用来研究其

对权益乘数的影响，从而研究公司的规模、资产与股

权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其中，α表示公司规

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变量对企业财务杠杆效应的影

响。为验证假设 3，在式（4）的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

任作为内生变量，构建包含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要

素的联立方程模型，如下所示：

（5）

式（5）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内生变量，将公司的规

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等要素作为其解释变量进行研

究。其中，α和γ分别表示以职工工资比重（Ws）和
R&D比重（Rd）为被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系数。

四、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是衡量公

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是评价一家公司经营发展

水平的关键指标，为此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

经营绩效。同时考虑到建立的是联立方程模型，式

ì
í
î

Roei =β0 +β1Emi + x'
itβ+μi

Emi =α0 +α1Wsi +α2Rdi + εi

ì
í
î

Roei =β0 +β1Emi +β2Wsi +β3Rdi +μi

Emi =α0 + x′α+ εi

ì

í

î

ïï
ïï

Roei =β0 +β1Emi +β2Wsi +β3Rdi +μi

Wsi =α0 + x′α+ εi

Rdi = γ0 + x′γ+ 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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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和（5）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将负债经营和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

（2）解释变量。权益乘数（Em）衡量的是公司资

产和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权益乘数越大，公司的经营

风险也就越大，为此选取权益乘数衡量公司负债经

营。在社会责任方面，根据买生（2012）等的研究，将

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社会、市场和环境三个方面，并从

企业发展的角度引入企业的科学发展责任。为此，选

取应付职工薪酬占营业收入比重（Ws）和企业R&D
投入占资产总值比重（Rd）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经营绩效还受到企业

规模、资产和股权结构的影响，为此将公司总资产周

转率（Tatr）、资产总额（Tc）、固定资产占资产总额比

重（F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hp）、是否国有企业

（Ce）、是否外资企业（Fe）、是否民营企业（Pe）以及

控股股东是否私有（Ph）作为控制变量。在是否央企

（Ce）、是否外资企业（Fe）、是否民营企业（Pe）和控

股股东是否私有（Ph）这四个变量中，采用 0-1虚拟

变量，当该公司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或

控股股东为私有性质时，记为1，否则记为0。
2. 描述性统计。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主

要研究上市公司负债经营和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

营绩效的影响，并从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三个方面

进行检验。根据从同花顺 iFind上搜集的全部A股上

市公司数据并进行筛选，得到1738家上市公司的数

据，其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根据表 1的结果可知，净资产收益率（Roe）的
均值为 0.033，介于-31.062和 1.331之间，表明我国

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总体为正；从企业负债来

看，权益乘数（Em）的均值为 2.557，介于 1.044 和

201.877之间，标准差为 5.456；从企业社会责任来

看，职工工资比重（Ws）均值为0.022，介于0和1.167
之间，标准差为0.042；R&D比重（Rd）均值为0.020，
介于 0和 0.263之间，标准差为 0.019。从控制变量的

均值和标准差来看，可以看出各个控制变量的分布

均较为集中。

五、实证分析

1. 模型估计结果。根据前文的假设，表2给出了

式（2）、（3）、（4）和（5）的估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了规模、资产与股权结

构的前提下，权益乘数、职工工资比重与R&D比重

对A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32、-0.071和-1.040，且权益乘数与R&D比重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

著。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乘数越高，公司经营

面临的风险越大，从而导致公司的经营绩效越低。同

时也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属于风险规避型，倾向

于通过优化负债水平来平衡企业经营风险，从而对

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式（2）的估计结果表

明，提高职工工资比重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其原

因在于职工工资挤占了企业的投资，从而对企业经

营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不仅如此，R&D比重还对公

司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式（4）和（5）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分别以权益乘数、职工工资比重

和R&D比重作为内生变量时，职工工资比重对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正，其系数在式（5）中甚至高达

12.209，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R&D比重对经营绩

效的影响在式（4）和（5）中分别是-1.053和-5.490，
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2. 企业负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假设 1认
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负债水

平，利于公司防范风险，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式

（3）以企业的权益乘数为内生变量构建了联立方程

模型，结果表明，在以权益乘数为被解释变量、职工

工资比重与R&D比重为解释变量时，两者对权益

乘数的影响分别为1.451和-21.397，且R&D比重对

权益乘数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职工

工资比重对权益乘数有着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职

工工资比重增加 1单位时，企业的经营风险则会相

应增加 1.451个单位。由于式（3）中权益乘数对净资

产收益率的影响为-0.070，也即职工工资比重增加

Variable

Roe

Em

Ws

Rd

Fa

Tc

Fshp

Ph

Ce

Fe

Pe

Obs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1738

Mean

0.033

2.557

0.022

0.020

0.224

163.055

0.369

0.556

0.160

0.026

0.553

Std. Dev.

0.788

5.456

0.042

0.019

0.159

794.275

0.156

0.497

0.367

0.161

0.497

Min

-31.062

1.044

0.000

0.000

0.000

2.000

0.042

0.000

0.000

0.000

0.000

Max

1.331

201.877

1.167

0.263

0.846

23941.000

0.93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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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单位，会通过影响权益乘数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0.102个单位（-0.070×1.451=-0.102）。同理，式

（3）还表明，企业R&D比重增加1单位，会导致权益

乘数显著减少 21.397个单位，从而导致公司净资产

收益率显著提升 1.498个单位［-0.070×（-21.397）=
1.498］。

与式（2）相比，在将权益乘数作为内生变量时，

权益乘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来。虽然职工工资比重可以通

过影响权益乘数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向抑制

作用，但企业的R&D比重可以消除这种负向作用

并显著推动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故由前文分析可知，

在控制了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等变量时，权益乘

数、职工工资比重和R&D比重均对净资产收益率

有负向作用，也即企业降低负债水平可以显著提高

公司的经营绩效，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则并不能增

加公司经营绩效，表明我国企业的财务杠杆有效而

社会责任无效。但企业承担对于职工的社会责任则

可以有效地提高权益乘数，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

生负向作用；而企业加大R&D投入可以有效地降

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经营绩效提升。

根据式（4）和（5）的估计结果，在将企业的规模、

资产与股权结构作为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的解释变

量时，职工工资比重的有效性得到凸显，R&D比重

的有效性则被隐藏。

前文验证了权益乘数对公司经营绩效有负向影

响，也即企业可以通过削弱财务杠杆效应来降低权

益乘数，从而减少企业经营风险，最终对公司经营产

生促进作用。基于此，式（4）以权益乘数为内生被解

释变量，以上市公司的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为解释

变量，从企业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角度检验企业

负债经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变量

Em

Ws

Rd

Fa

Tc

Fshp

Ph

Ce

Fe

Pe

cons

Obs

R2

F

式（2）

Roe

-0.132∗∗∗
（0.001）

-0.071
（0.183）

-1.040∗∗
（0.411）

-0.297∗∗∗
（0.050）

0.000∗∗∗
（0.000）

0.146∗∗∗
（0.051）

-0.024
（0.077）

-0.002
（0.025）

-0.068
（0.050）

-0.048
（0.077）

0.438∗∗∗
（0.029）

1738

0.834

868.35∗∗∗

式（3）

Roe

-0.070∗
（0.037）

-0.443∗∗∗
（0.123）

0.000
（0.000）

0.222∗∗
（0.086）

-0.009
（0.111）

-0.018
（0.036）

-0.011
（0.082）

-0.027
（0.111）

0.247∗∗
（0.110）

1738

0.656

12.81∗∗∗

Em

1.451
（3.090）

-21.397∗∗∗
（6.719）

2.945∗∗∗
（0.197）

1738

0.006

5.16∗∗∗

式（4）

Roe

-0.127∗∗∗
（0.013）

0.011
（0.188）

-1.053∗∗
（0.489）

0.377∗∗∗
（0.039）

1738

0.824

39.18∗∗∗

Em

2.673∗∗∗
（0.834）

0.000∗
（0.000）

-1.192
（0.855）

-0.324
（1.293）

0.133
（0.418）

-1.035
（0.842）

-0.385
（1.292）

2.746∗∗∗
（0.460）

1738

0.016

4.06∗∗∗

式（5）

Roe

-0.134∗∗∗
（0.003）

12.209∗∗∗
（3.999）

-5.490∗
（3.222）

0.217∗∗
（0.095）

1738

0.389

782.99∗∗∗

Ws

-0.021∗∗∗
（0.006）

0.000
（0.000）

-0.009
（0.007）

-0.011
（0.010）

-0.001
（0.003）

-0.001
（0.007）

0.008
（0.010）

0.032∗∗∗
（0.004）

1738

0.008

2.03∗∗

Rd

0.000∗∗∗
（0.000）

-0.017∗∗∗
（0.003）

-0.002
（0.003）

0.006
（0.004）

0.008∗∗∗
（0.001）

0.007∗∗
（0.003）

0.002
（0.004）

0.019∗∗∗
（0.002）

1738

0.063

16.61∗∗∗

表 2 企业负债经营与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参数估计

注：括号内数字为 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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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对权益乘数有

着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权益乘数对净资产收益

率的影响为-0.12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

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负向抑

制作用，规模较小的企业较规模较大的企业更能收

获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式（4）显示，固定资产比重

对权益乘数的影响系数为 2.673，在 1%的水平上显

著。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0.339 个百分点［2.673×
（-0.127）］，这表明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越高，公司

财务杠杆的有效性就越低。

式（4）的估计结果还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控股股东性质为私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

民营企业对权益乘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192、
-0.324、0.133、-1.035、-0.385，且均不显著，表明股

权性质对权益乘数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

在此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性质为

私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公司经营绩

效的影响分别为 0.151［-1.192×（-0.127）］、0.041
［-0.324×（-0.127）］、-0.017［0.133×（-0.127）］、0.131
［-1.035×（-0.127）］和0.049［-0.385×（-0.127）］。可
见，除国有企业外，其余变量均对公司经营绩效有着

正向影响，也即当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时会削弱公

司财务杠杆的有效性。

式（3）与（2）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不同，表明

股权结构指标并不能直接推动公司经营绩效提升，

而是通过影响公司的权益乘数最终影响公司经营绩

效；而公司股权集中以及公司性质非公有化更能推

动公司经营绩效提升，因此我国上市公司需要更加

关注股权的私有化水平。

3.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式

（5）则进一步以职工工资比重和R&D比重为内生

变量，研究上市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对公司承

担社会责任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

总额对R&D比重的影响系数为-0.017，在 1%的水

平上是显著的，也即企业规模可以显著地降低企业

R&D比重。同时，R&D比重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为-5.490，在10%的水平上显著，也即公司的资产总

额增加 1单位，可以通过减少 0.017单位的R&D比

重从而带来0.093单位［-0.017×（-5.490）］的净资产

收益率提升。

式（5）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公司资产总额越

高，职工工资比重也就越大，但最后会导致企业经营

绩效水平越低。总体来看，企业规模对公司经营绩效

的促进作用不及抑制作用，也即扩大企业规模最终

会削弱社会责任的有效性。固定资产比重对职工工

资比重的影响系数为-0.021，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而企业职工工资比重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系数为

12.209，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固定资产比重

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通过职工工资比重使净资产收

益率显著下降0.256个百分点（-0.021×12.209）。同时，

固定资产比重对R&D比重具有统计显著但经济不

显著的影响，最终会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负

向作用。综合来看，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会显著降低

社会责任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式（5）还研究了股权结构通过影响企

业社会责任从而作用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机理。研究

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性质为私

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职工工资比重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9、-0.011、-0.001、-0.001
和 0.008，均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导致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性质为私有、国有企业、外资企

业和私有企业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分别为-0.110
（-0.009×12.209）、-0.134（-0.011×12.209）、-0.012
（-0.001×12.209）、-0.012（-0.001×12.209）和 0.098
（0.008×12.209）。这表明只有当企业为民营企业时，

才可以通过增加职工工资比重来提升公司的经营绩

效，也即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承担针对职工的社会责

任来推动公司经营绩效提升，即当企业性质为民营

时社会责任的有效性也就越强。

研究进一步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

东性质为私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对

R&D比重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2、0.006、0.008、
0.007和0.002，其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R&D比

重的影响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

股权结构的 5个变量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系数

分别为 0.011［-0.002×（-5.490）］、-0.033［0.006×
（- 5.490）］、- 0.044［0.008 ×（- 5.490）］、- 0.038
［0.007×（-5.490）］和-0.011［0.002×（-5.490）］。这
表明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通过影响R&D
比重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其

他股权结构指标虽然可以增加公司的R&D比重，

但最终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向作用。相比较

而言，当公司为民营企业时，其通过影响R&D比重

对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作用要小于国有企业和外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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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健性检验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负债水

平和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从规

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上述研究结

果表明，权益乘数对公司经营绩效有着显著负向影

响，即企业降低负债水平可以减少经营风险从而提

高公司经营绩效；企业职工工资比重对企业经营绩

效总体有正向作用，企业R&D比重则对公司经营

绩效有负向影响。此外，还从上市公司的规模、资产

与股权结构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那么，负债经营和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会不会随着不

同绩效水平而表现出差异呢？为此进一步采用自助

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其稳健性，将我国A股上市

公司的经营绩效划分为 10%、30%、50%、70%和 90%
五个分位点，着重研究企业财务杠杆和社会责任对

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健性，估计结果如

表3所示。

对采用分位数回归的变量系数进行检验，F值
为4.84，对应的P值为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表 3中所估计的分位数系数不完全相等。研究结

果表明，权益乘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总体为负，

即公司的财务杠杆越低，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也就

越高，这与前文的研究相符。

但需要注意的是，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随

着分位点的提升，权益乘数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系数逐渐增大。当处于10%分位点时，权益乘数的参

数估计系数为-0.154，在 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而

当处于 90%分位点时，权益乘数的参数估计系数则

为0.004，在10%的水平上是不显著的。这表明，随着

净资产收益率的分位点不断提高，经营杠杆对公司

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逐步趋于 0；当处于 70% ~ 90%

之间的某个分位点时，公司的经营杠杆对经营绩效

没有影响，意味着此时存在一个最佳的杠杆系数，能

够达到经营绩效最优化；当达到90%分位点时，企业

具有一定的风险偏好，期望通过提高负债水平来提

升经营绩效。

表 3 中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当分别处于

10%和 30%分位点时，职工工资比重对公司经营绩

效的影响系数为-0.856和-0.617，且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与表 2中式（2）和（3）的估

计结果一致，也即职工工资比重的提高不能促进公

司经营绩效提升。然而，随着分位点的提升，职工工

资比重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当处

于 90%分位点时，职工工资比重对公司经营绩效的

影响系数为 0.295，在 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表

明此时职工工资比重对公司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提

升作用。R&D比重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随着分

位点的提高呈现增长趋势，当分别处于 10%分位点

和90%分位点时，R&D比重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系数分别为 0.002和 1.417，且处于 90%分位点时的

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也即R&D比重

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且随着分位

点的提升，影响也越来越大，研究结果与表 2式（3）
中的估计结果类似。由此可见，随着分位点的上升，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显著地推动公司经营绩

效提升。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对公

司经营绩效的有效性方面稳健性不足，其可能原因

在于企业社会责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社

会责任的有效性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综上所述，分位数回归结果总体上验证了财务

杠杆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稳健性，但由于企业社

会责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稳健性不足。与此同

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还表明，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我

国上市公司表现出较为显著的风险偏好与社会责任

偏好，此时公司有更多的资本来进行风险投资以及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保持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

七、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探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

司负债经营与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有效

性，从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三个角度进行解

释，并采用自助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得到如下结论：

1. 公司降低负债水平对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具

有显著且稳健的有效性。从企业经营发展的角度考

变量

Em

Ws

Rd

cons

R2

Q10

-0.154∗∗∗
（0.030）

-0.856∗∗∗
（0.253）

0.002
（0.258）

0.258∗∗∗
（0.048）

0.458

Q30

-0.059
（0.046）

-0.617∗∗
（0.260）

0.452∗
（0.251）

0.141
（0.086）

0.101

Q50

-0.011
（0.019）

0.073
（0.183）

0.568∗∗∗
（0.208）

0.046
（0.043）

0.066

Q70

-0.002
（0.006）

0.192
（0.138）

0.842∗∗∗
（0.199）

0.043∗∗
（0.018）

0.071

Q90

0.004
（0.003）

0.295∗
（0.158）

1.417∗∗∗
（0.328）

0.067∗∗∗
（0.015）

0.088

表 3 分位数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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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实施负债经营是必然要求，重点在于如何优化资

产与负债结构，从而形成合理的财务杠杆。在此情况

下，采用权益乘数衡量企业负债水平，研究发现权益

乘数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显著且稳健的负向作用，

也即企业的权益乘数越大，其经营绩效水平就越低。

这间接表明当企业将权益乘数控制在合理较低水平

时，可以减少公司的经营风险，最终提高公司的净资

产收益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的风险偏好与净资

产收益率有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率水平

越高的公司，越具有风险偏好。此外，本文还研究了

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表明，规模较大的公司虽然具有承担企业经营风险

的能力，但增加企业负债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公司经

营绩效。同时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越高，公司降低财

务杠杆的可能性越小，从而企业负债经营的有效性

就越低，而当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时也会削弱公司

负债经营的有效性。

2.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显著的内生性，且

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稳健性不足。研究显示，在控

制了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后，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总体上对公司经营绩效不存在有效性。而当以权

益乘数为内生变量，以职工工资比重以及R&D比

重为解释变量时，企业承担对于职工的社会责任仍

然表现出无效性，但企业加大R&D投入则可以显

著促进公司经营绩效提升。而当以权益乘数为内生

变量，以企业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为解释变量时，

职工工资比重所代表的企业职工责任则表现出有效

性，而R&D比重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为负，也即

表现出无效性。当分别以职工工资比重和R&D比

重为内生变量，以公司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为解释

变量时，仍然是职工工资比重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

向影响，而R&D比重对净资产收益率有负向影响。

在此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性还受到公司规

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影响。其中扩大企业规模最终

会削弱社会责任的有效性，而固定资产比重上升也

会降低社会责任的有效性，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可以通过影响R&D比重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

生正向促进作用。然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采用自助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稳健

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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