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下，企业市场价值会

与其增持现金的数额实现等额增加。但由于实际资

本市场中税收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增持现

金的数额往往与其所带来的市场增值额之间不对

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并没有达成

一致。Myers、Majluf（1984）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在

外部融资成本高昂的现实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持

有丰裕的现金有利于其及时投资盈利性项目，因此，

企业增持现金会对其产生正面的价值效应。而 Jensen
（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则认为，由于代理

冲突的存在，在企业持有大量现金的情况下，管理层

往往会利用剩余的现金进行过度投资或提高在职消

费，这些行为由于违背了股东利益而会对企业产生

负面的价值效应。可见，企业增持现金的行为究竟会

对其市场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重要问题。同时，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

公司增持现金的数额与其所带来的市值增值额之间

的关系，对于解释我国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会计稳健性作为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重要

原则之一，近年来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关注。

会计稳健性要求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与报告时采

取谨慎的原则，及时确认负债和费用的发生、延时确

认资产和收益的发生（Watts，2003）。相关研究已经

广泛论证了会计稳健性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

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Bushman、
Smith（2006）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代理

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

率。王冲、谢雅璐（2013）通过研究会计稳健性、信息

不透明程度与股价暴跌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

会计稳健性和信息透明度之间可以部分替代，即较

高的会计稳健性往往对应较高的信息透明度。杨丹

等（2011）以及韩静等（2014）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

能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然而，现有对会计稳健性

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研究其对企业治理所发

挥的作用上，很少有学者将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现金

持有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以会计

稳健性对企业治理的积极作用为基础，探讨其对企

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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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一

直是值得探索的领域，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

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

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而本文之所以将货币政

策、会计稳健性和现金持有价值放在一起研究，是因

为考虑到不同货币政策时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

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尝试探索不同货币政策对企业

会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①以企业代理问题以

及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为出发点研究企业现金持

有价值问题，对于企业提高自身治理水平、提升现金

持有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②在考虑企业会计

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了

宏观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会计稳健性与现金

持有价值，不仅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现金

持有行为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而且为

研究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融资优序理论（Myers、Majluf，1984），信息

不对称的存在通常会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

成本，因此，基于现金持有投机性动机，企业需要持

有一定水平的现金，以便及时利用内部资本实现最

优投资、避免发生投资不足的问题。但是自由现金流

量假说（Jensen，1986）却认为，由于企业管理者和股

东利益不一致即代理冲突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并不

一定通过持有更多的现金实现最优投资，反而会助

长其自利行为，在存在个人利益的情况下，管理者可

能会利用丰富的现金进行过度投资或在职消费，由

此产生了现金持有折价的问题。已有大部分研究发

现，当企业拥有大量现金时，管理者往往会将多余的

现金用于过度投资或追求在职消费，使得股东价值

以及公司价值受损，从而支持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的观点。Conyon、Murphy（2000）发现经理人控制的

自由现金越多，其越有动机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并

营造其企业帝国。Richardson（2006）研究发现，具有

高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

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存在的确为

管理者提供了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的动机及条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投

资者保护力度等方面而言，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

差距，这就致使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更为突出的委

托代理问题，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供了证据。杨兴全、张照南

（2008）发现，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低且公司

治理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严重。而

且，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过度投资的问题比投资不足

的问题更严重，因此，整体而言，相对于持有现金带

来的克服投资不足获得的收益，我国企业持有现金

付出的代理成本更高，由此则会引发现金持有折价

问题。李云鹤（2014）发现，在高现金流—低成长机会

的企业中，管理者出于私利的代理问题会导致企业

过度投资。张琛、刘银国（2015）研究发现，自由现金

流产生的代理问题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且程度

较为严重，并且这种现象会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所

以，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效

应符合代理理论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即企业增持

现金存在折价效应——企业多持有 1元现金，其为

股东所带来的企业市场价值的增加不足1元。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我国企业增持现金所带来的市场增值

额低于其名义价值，即现金持有的边际市场价值小

于1。
会计稳健性能对基于代理理论与自由现金流量

假说的现金持有折价问题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其

对代理问题与过度投资的抑制以及对股东权益的

保护上。

首先，从会计稳健性的定义来看，其及时确认损

失的要求能通过加强对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监督来抑

制其过度投资行为。一方面，从事前监督的角度来

说，若管理者投资于负净现值项目，会计稳健性的要

求会使得投资项目的亏损在其任期内得到确认，使

管理者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这就能有效抑制管理

者过度投资的动机（Ball、Shivakumar，2005）。另一方

面，从事后监督的角度来说，管理者过度投资造成的

损失会恶化相关财务指标，向外部投资者传递负面

信息，而债权人为确保企业及时偿还债务，会加大对

企业的监督力度，从而减少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

（张琛、刘银国，2015）。张菊朋（2013）直接检验了会

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发现会计稳健性能抑

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

其次，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动因来看，其能有效

缓解代理问题。Watts（2003）提出了会计稳健性产生

的四大动因——契约、税收、股东诉讼和会计监管，

其中契约需求是最重要的动因。根据契约理论，会计

稳健性能够有效缓解契约执行过程中由于有限理

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内容不完备导致的委托代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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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最后，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所发挥的治理作用

来看，除了前文所说的其能缓解代理问题、抑制过度

投资，会计稳健性还能有效保护股东的利益。Ball
（2001）、Ball和 Shivakumar（2005）认为，会计稳健性

使股东能及时了解管理者所开展投资项目的盈利情

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阻止管理者从事违背其利益

目标的行为，从而加强对股东利益的保护。Watts
（2003）提出，会计稳健性能提高套利交易者的交易

成本，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因此，本文预期

会计稳健性能通过缓解代理冲突、提高投资效率、加

强投资者保护，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

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也越高，即会计稳健性能提

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

此外，货币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

手段之一，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调整

利率等方式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行为。相对于货币

政策宽松时期而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一方面，

企业面临的未来信息不确定程度往往会增大，从而

加大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这

会促使企业提高会计稳健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紧

缩时期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增加，同时银行也会更加

慎重地选择违约风险低的企业进行贷款，Chen等
（2010）发现，当企业采取更稳健的会计政策时，其会

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赵刚等（2014）认为，企业的

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其获得的每笔贷款金额越大、

期限越长。同时 Li Xi（2009）、Artiach 和 Clarkson
（2011）发现，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成

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胡昆会（2012）通过检验会

计稳健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同样发现会计稳健性

程度高的公司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因此，为了

争取到更多的信贷资源，降低融资成本，企业倾向于

选择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
汪猛（2013）也发现，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

稳健性水平更高。因此，可以认为相对于货币政策宽

松时期而言，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计稳健性更

能发挥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作用。由此，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而言，货币政

策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作用

有所加强。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

公司 2008 ~ 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保证数

据的有效性，样本公司中剔除了 ST公司、金融保险

业公司、相关指标数值缺失的公司以及变量取值在

1%以下和 99%以上的公司，最后得到 11493个观察

值。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原始处理

在Excel中进行，最后使用软件Stata进行回归分析。

2. 变量定义。

（1）现金持有价值的衡量。被解释变量RETM
代表个股股票超额回报率。王彦超（2008）认为，股票

超额回报率能反映较长期间的现金持有价值以及企

业市场价值。股票超额回报率通常有三种计算方法：

规模调整法、市场调整法以及行业调整法。本文采用

市场调整法计算股票超额回报率。

RETM计算期间是当年的 5月 1日 ~ 次年的 4
月30日，具体计算公式为：

RETMi，t=｛ ［（Ri，j+1）-1］-

［（RMi，j+1）-1］｝
其中：Ri，j表示企业 i在 j月考虑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月个股回报率；RMi，j则代表企业 i所属的证券

交易所分市场在 j月的市场报酬率。

（2）会计稳健性的衡量。本文采用Khan、Watts
（2009）对Basu模型进行改进之后的C-Score方法对

会计稳健性进行衡量。Basu（1997）的模型为：

EPSi，t/Pi，t=α0+α1DRi，t+α2RETMi，t+α3DRi，t

×RETMi，t+∑Industry+YEAR+εi，t

其中：EPS代表每股盈余；P代表企业 4月末的

股票收盘价；RETM 与上文定义的 RETM 一致；

DR为虚拟变量，当RETM<0时，DR取值为1，否则

为0。
Khan、Watts（2009）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变量企

业规模（Size）、市值账面比（MB）和财务杠杆（LV）确
定G-Score值和C-Score值来衡量企业对好消息和

坏消息的反应速度，分别如模型A和模型B所示：

G-Score=α2=μ1+μ2Sizei，t+μ3MBi，t+μ4LVi，t+
εi，t 模型A

C-Score=α3=γ1+γ2Sizei，t+γ3MBi，t+γ4LVi，t+
εi，t 模型B

将模型A和模型B代入Basu模型可得到如下

模型：

∏j =(t,5)

j =(t + 1,4)

∏j =(t,5)

j =(t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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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i，t/Pi，t=α0+α1DRi，t+μ1RETMi，t+μ2Sizei，t

×RETMi，t+μ3MBi，t×RETMi，t+μ4LVi，t×RETMi，t+
γ1DRi，t×RETMi，t+γ2Sizei，t×DRi，t×RETMi，t+
γ3MBi，t×DRi，t×RETMi，t+γ4LVi，t×DRi，t×RETMi，t

+Industry+YEAR+εi，t 模型C
对模型C进行回归得到γ1、γ2、γ3及γ4的值并代

入模型B，可以计算出C-Score的值，用以衡量会计

稳健性（Con）。
（3）不同货币政策时期的区分。本文参考饶品

贵、姜国华（2011）的做法，综合考虑央行规定的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的变

化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大小（以 17%为界

限）来区分不同货币政策时期。由此，本文定义2008
年、2009年、2010年、2011年为货币政策宽松时期，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为货币政策紧缩

时期。

（4）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主要选取现金及等价

物变化量、息税前利润变化量、非现金资产变化量、

利息支出变化量、股利支付变化量、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期初的现金及等价物、资产负债率作

为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3. 研究模型。为验证假设1，本文参考Faulkender、
Wang（2006）的现金边际价值效应模型，为了更准确

地测量现金边际市场价值与其名义价值之间的关

系，先不考虑交互影响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RETMi，t=β0+β1△Ci，t+β2△Ei，t+β3△NCAi，t

+β4△Ii，t+β5△Di，t+β6NFi，t+β7Ci，t-1+β8LEVi，t+
Industry+YEAR+εi，t 模型（1）

根据假设 1，预期企业现金持有的边际市场价

值小于1，即β1<1。
为了验证假设 2，本文在 Faulkender、Wang

（2006）现金边际价值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变量会计稳

健性（Con），由此构成以下分析模型：

RETMi，t=β1△Ci，t+β2△Ei，t+β3△NCAi，t+
β4△Ii，t+β5△Di，t+β6NFi，t+β7Ci，t-1+β8△Ci，t×
Ci，t-1+β9LEVi，t+β10△Ci，t×LEVi，t+β11Coni，t+
β12△Ci，t×Coni，t+Industry+YEAR+εi，t

模型（2）
根据假设2，预期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会计

稳健性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价值，即β12>0。
为了检验假设 3，加入划分货币政策宽松时期

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虚拟变量MP。货币政策宽

松时期，MP取 1；货币政策紧缩时期，MP取 0。在模

型（2）的基础上加入MP与△C×Con的交乘项，构

建模型（3）：
RETMi，t=β1△Ci，t+β2△Ei，t+β3△NCAi，t+

β4△Ii，t+β5△Di，t+β6NFi，t+β7Ci，t-1+β8△Ci，t×Ci，t-1

+β9LEVi，t+β10△Ci，t×LEVi，t+β11△Coni，t+β12△Ci，t

×Coni，t+β13MP×△Ci，t×Coni，t+Industry+
YEAR+εi，t 模型（3）

货币政策紧缩时期MP取值为 0，因此β12代表

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

响，而货币政策宽松时期MP取值为1，所以β12+β13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符号

RETM

Con

Con×△C

△C

△E

△NCA

△I

△D

NF

C

LEV

MP

Industry

YEAR

变量说明

股票超额回报率，计算方法已在前文
列示

会计稳健性，计算方法已在前文列示

会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变化量的交
乘项，用来测量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
有边际价值的影响

现金及等价物变化量，用第 t期的
现金及等价物平减 t-1期现金及
等价物表示（现金及等价物=货币
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

息税前利润变化量，用第 t期的息
税前利润平减 t-1期息税前利润
表示

非现金资产变化量，用第 t期的非
现金资产平减 t-1期非现金资产
表示（非现金资产=资产总额-现
金及等价物）

利息支出变化量，用第 t期的利息
支出平减 t-1 期利息支出表示
（本文利息支出用财务费用代替）

股利支付变化量，用第 t期的股利
支付平减 t-1期股利支付表示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等价物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
（期初权益市场价值+负债总额）

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取值为 1，货币政
策紧缩时期取值为0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虚拟变量

除
以
期
初
权
益
市
场
价
值

表 1 各变量定义及说明

注：表中部分变量除以期初权益市场价值是为了消

除企业规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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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了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有

价值的影响。因此，当β12显著大于0且β13显著小于

0时，本文提出的第3个假设就能得到证明。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统计。表 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根据表2可知，RETM的平均值为0.068，
这说明样本中大多数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大于其所在

分市场股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其最小值为-0.776，
最大值为1.609，标准差为0.347，表明不同公司之间

的股票超额回报率存在差异。另外，样本数据中△C
平均值为0.014，说明样本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总体上

是增加的。Con平均值为 0.026，说明样本公司的会

计稳健性总体上是比较高的（一般认为Con值＞0
代表高会计稳健性，Con 值＜0 代表低会计稳健

性）。

2. 回归分析。表3中第二列是模型（1）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到现金变化量△C的系数β1=0.386<1，且
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增持1元现金所带

来市场价值的增加仅有0.386元。模型（1-1）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现金变化量和现金持有量的交

乘项△C×C以及现金变化量和资产负债率的交乘

项△C×LEV。从表3第三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
的系数为0.9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仍然说明企

业增持 1元现金引起企业市场价值的增加是不足 1
元的；△C×C的系数为-0.323，且在10%的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当企业现金持有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

每增持 1元现金，会导致企业市场价值下降 0.323
元；△C×LEV的系数为-1.350，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每增持1元现

金，会导致市场价值下降1.350元。此外，根据前文的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知道现金持有量C和资产负

债率LEV的平均值分别为 0.148和 0.285，因此可以

计算出企业的现金持有边际价值为0.506元（0.939-
0.323×0.148-1.350×0.285），即公司在现金持有以及

资产负债率达到一定水平后增持1元现金导致市场

价值的增长仅有0.506元，远低于其账面价值。至此，

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证明。

根据表3第四列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现金变化量与会计稳健性的交乘项△C×Con的系

数β12=2.414>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其

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会计稳健性能增强

其现金持有价值，支持了假设 2。具体来看，在综合

考虑了现金变动值、增持现金以及提高资产负债率

带来的折价值、会计稳健性带来的现金增值之后，企

业每增持 1 元现金对市场价值的平均增加值为

0.540元（0.898-0.246×0.148-1.348×0.285+2.414×
0.026）。

表3最后一列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C×Con 的系数β12=3.101>0，且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与预期相符。MP×△C×Con 的系数β13 为

-1.295，如预期一样，小于0，但其在10%的置信区间

变量

Contant

△C

△C×C

△C×LEV

Con

△C×Con

MP×△C×Con

△E

△NCA

△I

△D

NF

C

LEV

R2

Adjusted R2

F value

模型（1）

0.220∗∗∗

0.386∗∗∗

-

-

-

-

1.430∗∗∗

0.154∗∗∗

1.347∗∗

2.023∗∗∗

-0.141∗∗∗

0.240∗∗∗

-0.331∗∗∗

0.124

0.121

44.01

模型（1-1）

0.215∗∗∗

0.939∗∗∗

-0.323∗

-1.350∗∗∗

-

-

-

1.417∗∗∗

0.172∗∗∗

1.663∗∗∗

1.846∗∗∗

-0.174∗∗∗

0.267∗∗∗

-0.323∗∗∗

0.127

0.124

42.41

模型（2）

0.183∗∗∗

0.898∗∗∗

-0.246∗

-1.348∗∗∗

0.448∗∗∗

2.414∗∗

-

1.407∗∗∗

0.207∗∗∗

1.707∗∗∗

2.069∗∗∗

-0.192∗∗∗

0.898∗∗∗

-0.322∗∗∗

0.132

0.128

41.81

模型（3）

0.182∗∗∗

0.898∗∗∗

-0.264∗

-1.329∗∗∗

0.448∗∗∗

3.101∗∗

-1.295

1.407∗∗∗

0.208∗∗∗

1.705∗∗∗

2.066∗∗∗

-0.193∗∗∗

0.294∗∗∗

-0.322∗∗∗

0.132

0.128

40.69

变量

RETM

△C

△E

△NCA

△I

△D

NF

C

LEV

Con

平均值

0.068

0.014

0.005

0.106

0.001

0.001

0.025

0.148

0.285

0.026

标准差

0.347

0.076

0.039

0.174

0.007

0.007

0.104

0.128

0.197

0.074

最小值

-0.776

-0.208

-0.159

-0.254

-0.025

-0.024

-0.283

0.005

0.013

-3.551

最大值

1.609

0.450

0.229

1.207

0.036

0.033

0.589

0.775

0.801

1.67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3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置信度水平

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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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显著，因此不能判定不同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

会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即假设 3
不成立。

为了分析假设 3未能得到证明的原因，本文对

样本公司进行了分组：按照不同货币政策时期将所

有样本公司分为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公司和货币政

策紧缩时期的公司，再分别对每一组样本进行模型

（2）的回归检验，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 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宽松时

期△C×Con的回归系数为 3.223，且在 5%的水平上

显著，表明会计稳健性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对现金

持有价值存在提升作用；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C×Con的回归系数为2.276，且在10%的置信区间

内不显著，不能有力地证明会计稳健性在货币政策

紧缩时期对现金持有价值有提升作用。这也进一步

论证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不同货币政策对企业会

计稳健性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显著

影响。所以，假设 3提出的“会计稳健性在货币政策

紧缩时期对现金持有边际价值的提升作用要强于货

币政策宽松时期”未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即假设3
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货币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现

金持有价值本身产生影响，构建模型（4）：
RETMi，t=β1△Ci，t+β2△Ei，t+β3△NCAi，t+

β4△Ii，t+β5△Di，t+β6NFi，t+β7Ci，t-1+β8△Ci，t×

Ci，t-1+β9LEVi，t+β10Ci，t×LEV+β11MP+β12△Ci，t×
MP+Industry+YEAR+εi，t 模型（4）

从表 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现金变化量与货

币政策的交乘项△C×MP的系数为-0.261，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现金持

有价值产生影响，且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现金持有

价值高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现金持有价值（因为

货币政策宽松时期MP取值为1）。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

健性测试：

1. 现金持有价值的不同衡量方法。用行业调整

法代替市场调整法对股票超额回报率进行计算，并

对模型依次进行回归。行业调整法下股票超额回报

率的计算公式为：RETMi，t=Ri，t-RBi，t，其中：Ri，t

表示企业 i在 t年考虑了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收益

率；RBi，t表示 i企业股票所属行业的年度平均收益

率。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检验，发现回归结

果与本文结论一致。

2. 检验滞后一期的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有价

值的影响。为了消除对内生性问题的顾虑，采用滞后

一期的会计稳健性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现金持有

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前

文设定的以当期会计稳健性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与

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

变量

Contant
△C

△C×C
LEV

△C×LEV
Con

△C×Con
△E

△NCA
△I
△D
NF
C
R2

Adjusted R2

F value

货币政策宽松时期

0.197∗∗∗
0.625∗∗∗
-0.872∗

-0.341∗∗∗
-0.804∗∗
0.299∗∗∗
3.223∗∗
1.199∗∗∗
0.224∗∗∗
-0.165
2.471∗∗∗
-0.147∗∗
0.307∗∗∗

0.192
0.187
34.94

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0.099∗∗
1.063∗∗∗
0.021

-0.306∗∗∗
-1.455∗∗∗
0.703∗∗∗
2.276

1.478∗∗∗
0.246∗∗∗
3.794∗∗∗
1.681∗∗

-0.308∗∗∗
0.347∗∗∗
0.108
0.103
20.89

变量

Contant
△C

△C×C
LEV

△C×LEV
MP

△C×MP
△E

△NCA
△I
△D
NF
C
R2

Adjusted R2

F value

模型（4）
0.036

0.610∗∗∗
-0.471∗∗
-0.326∗∗∗
-1.283∗∗∗
0.180∗∗∗
-0.261∗∗∗
1.414∗∗∗
0.176∗∗∗
1.689∗∗∗
1.814∗∗∗
-0.179∗∗∗
0.273∗∗∗
0.127
0.124
41.43

表 4 不同货币政策时期分组回归结果

表 5 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价值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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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8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与现

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企业每增持

1元现金所带来市场价值的增加小于1元，即企业增

持现金存在折价现象，这与代理理论和自由现金流

量假说一致。但由于会计稳健性能够从整体上缓解

代理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增强对股东利益的保

护，所以本文认为会计稳健性能够缓解这种折价效

应，并且通过实证证明了企业会计稳健性能提高其

现金持有价值。此外，会计稳健性在货币政策紧缩时

期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作用要强于货币政策宽松

时期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进一步分

组回归的结果显示，企业会计稳健性在货币政策宽

松时期对现金持有价值存在提升作用，但在货币政

策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作用

并不显著。通过验证不同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价值

本身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现金持有

价值要高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

通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

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代理冲突的存在会使企业增

持现金存在折价效应，因此企业应注意提高自身

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以最大限度地降

低代理成本。其次，由于会计稳健性能提升企业现金

持有价值，因此，企业应适当提高会计稳健性程度。

及时确认损失、审慎确认收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

现金持有价值以及市场价值。最后，通过将宏观经

济政策（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企业会计稳健

性与现金持有价值）相结合，发现企业有一定能力应

对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部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

初衷是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

时期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反而高于货币政策宽松时

期，说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刺激企业提高自身发

展水平，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学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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