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我国经济增长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这就不可避

免地会对环境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可见，要想保持经

济高速增长，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这也是我国政府引

导企业重视创新的原因。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

作用，其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国有企

业在我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却存在着企业创新效

率损失问题（吴延兵，2012；董晓庆等，2014）。因此，

解决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问题，提升其创新水平，

对于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其创新意愿和

创新投入理应比非国有企业高，但国有企业为何会

存在创新效率损失呢？吴延兵（2012）认为，民营化是

解决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问题的途径。但钟昀珈

等（2016）认为民营化不利于企业创新，会降低企业

的创新效率。可见，学者们对民营化在解决国有企业

创新效率损失上的作用尚存争议。基于此，本文试图

研究“为什么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效率损失”，从国有

企业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熊彼特的创

新理论，国有企业应该具有更强的意愿去进行创新，

同时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将国有企业理论与现实的差异称之为“落差”，

解决这个“落差”问题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性，

从而为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创新效率损失问题提供

一个有效的路径。

为避免早期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不全的影

响，本文选择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投入有

条件资本化后的2009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

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创新“落差”是否存在。实证结果

显示，国有企业创新确实存在理论与现实的“落差”。

也即国有企业创新高水平投入概率并不比非国有企

业大，创新资金实际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创新意愿、CEO薪酬激励、

CEO年龄与CEO变更是“落差”形成的重要影响

因素。

【摘要】以2009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是否存在“落差”这

一问题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创新的意愿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但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与非

国有企业相比却无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创新真实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由此证实国有企业创新

存在理论与现实的“落差”。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创新意愿、CEO薪酬激励、CEO年龄与CEO变更是

形成“落差”的重要原因。该结论意味着解决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必须针对导致“落差”出现的因

素进行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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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国有企业创新是否存在理论与现实的“落差”

在讨论创新投入的决定因素时，许多学者都重

点关注产权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因为产权性质差

异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存在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吴延兵，2012）。政
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其通过政

策和行政指令等方式对企业施加不同程度的干预。

由于政府的目标函数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并不完

全一致，在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行为对企业

的创新活动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目前关于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两种

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

有更强的创新性（聂辉华等，2008），国有企业在投入

和产出上都表现出更显著的创新性（李春涛、宋敏，

2010）。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

有更弱的创新性（张宗益、张湄，2007），非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吴延兵，2012），国家大股东、国家实际控制人对公

司研发投资强度具有负向影响（周瑜胜、宋光辉，

2016）。支持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研发强度高的研

究多采用Logit或Tobit模型，且样本来自中国工业

数据库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而支持国有企业比非

国有企业研发强度低的研究多采用回归模型，通常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Logit与Tobit模型是预测

目标发生的概率，而回归模型是真实数据的统计结

果，通过上述有争议的结果可推断：国有企业存在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上述观点的对立意味着基于资源禀赋，国有企

业理论上应该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性和更

高的创新投入，但现实也许并非如此。本文将这一现

象称为国有企业创新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此处的“落差”是指国有企业在理论上应该具有更强

的意愿去进行高密度的研发，但现实情况是国有企

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并不高。“落差”现象的存在是解

释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解

决“落差”问题，将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损失问题提

供一种有效途径。

（二）对“落差”现象存在性的检验

早在1942年，熊彼特著名的企业规模促进创新

理论就认为，大企业是引致技术变化的最完整的工

具，是技术创新的最有效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截至

2014年年底，虽然国有企业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37.88%，但仍然构成了市场总市值的64.36%。2003～
2014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中由家庭或企业家控股的

非国有企业占比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更具体地来看，

国有企业占比从 74.86%下降到 37.88%，而总市值仅

从 86.48%下降到 64.36%，这表明非国有企业大多是

规模较小的公司（Wong，2016）。虽然非国有企业的

劳动生产率比国有企业高，但是国有企业拥有科研

创新的大部分资源，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主要生产

资本密集但技术附加值不高的产品，而国有企业主

要生产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Hu，2001）。在我国特

殊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中小企业很难有效地保护其

创新活动的收益，创新的重担就落在国有企业肩上。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意愿

与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显著较高。

最终控制人偏好、高管任命形式以及潜在的国

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可能是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低于非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大

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兼具社会管理

者与终极控股股东双重身份的各级政府出于发展地

方经济、提高就业率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有

动机也有能力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国有控股公司

往往具备资源优势、预算宽松、垄断权力、多重代理

等条件，除盈利以外，它们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责任

（薄仙慧、吴联生，2009），所以在创新激励上相对较

弱。研发活动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特征，同时

国有上市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性职能，因此公

司高管会更多地关注公司短期业绩以及政治性目

标，而缺乏从事研发活动以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的动

机。此外，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政企不分现象仍然

较为严重。而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法用定量方式对有关人员进行激励或惩罚。因此，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给予经理人员足够的

长期激励，促进其开展研发活动。根据上述分析，提

出研究假设2：
假设 2：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非国

有企业。

（三）对“落差”存在的解释

本文试图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之

间存在的差异为切入点，研究影响“落差”形成的因

素。鲁桐、党印（2014）认为公司治理主要包括股东、

董事会和激励机制等三个层面，若由产权性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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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治理出现显著差异，则可能导致国有企业

创新“落差”的出现。

当前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中占据很大比例，“一

股独大”的现象较为严重。国有企业目标多元化、公

司治理效率不高，其高管层受到来自企业内部以及

市场的监督和激励也明显弱于非国有企业（徐晓东、

陈小悦，2003）。加之大股东与终极控股股东具有利

益一致性，因此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时，其影响

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能力越强，目标多元化的负面

影响就会越严重。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大股东

受政府多元目标的影响较小，他们受价值最大化目

标的影响更大，更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企

业创新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基于此，提出研究假

设3：
假设 3：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意愿诱发了“落

差”。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可以容纳

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能够为公司重大决策提供充足

的智力支持。但这也会导致董事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成本增加、组织运作效率降低，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

督功能（Lipton、Lorsch，1992）。Yermack（1996）对董

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

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且当董

事会规模从小型向中型变化时，损失的公司价值比

从中型向大型转化时要大。他们还发现，董事会规模

对营运效率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总经

理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众多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理

论分析可知，董事会规模扩大并不会促进公司参与

创新活动。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可能受大股东的影

响较大，董事会规模臃肿，其治理效率相对低下。基

于此，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 4：董事会规模是诱发“落差”的重要因素

之一。

已有研究显示，CEO的学科背景也会影响企业

创新（何威风、陈娥，2017）。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面临的制度约束不同，其高管任命也存在较大差异，

由此导致CEO特征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可能是导致创新“落差”出现的

重要因素。

首先，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普遍受到

行政管制，难以对企业的长期业绩产生正面影响（陈

冬华等，2005）。民营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于代理

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体现出更强的利益协同效应，

而国有公司管理层持股体现出更多的壕沟效应（程

柯、孙慧，2012）。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薪酬机制相比

较而言，国有企业受到管制的薪酬机制在CEO特征

上形成的差距可能是“落差”出现的重要因素。

其次，CEO任期对企业研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刘鑫，2015），而国有企业CEO变更与非国有企业

CEO变更存在显著差异。因为多目标的存在，国有

企业的CEO变更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与非国有企业

存在差异（Chang、Wong，2009）。相关研究显示，从

高管任命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高管降职与公司业

绩负相关，但高管晋升与业绩不相关，反而与承担的

社会责任正相关（刘青松、肖星，2015）。可见，国有企

业CEO任期和变更与非国有企业之间CEO特征的

差异可能是形成“落差”的重要原因。

最后，从高管年龄来看，与年轻的高管相比，年

长的高管更加保守，奉行低增长战略，倾向于回避风

险。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任命的CEO年龄

偏大，管理者年龄越大，其在投资行为上就越保守

（姜付秀等，2009），这影响了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的提升。由此推断，国有企业CEO年龄与非国有企

业CEO年龄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形成“落差”的重要

原因。

综合来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CEO受限

于高管任命模式的不同，CEO特征也可能形成重要

差异，这些差异诱发了“落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研究假设5：
假设5：CEO特征是解释“落差”的重要因素。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从2009年起，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按照研发费用

总额进行研究信息披露，因此本文选取 2009 ~ 2015
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执行了以

下筛选程序：①剔除上市时间不满一年的上市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可能存在 IPO效应。②剔除资产负债

率大于 1的样本。③剔除 ST样本。最后样本总数为

6154个，其中3511个样本存在创新投入。同时，本文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上的缩尾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锐思金融数据库，并手工搜集企业创

新、CEO个人薪酬与产权性质等数据，同时按照最

终控制人将样本分为国有与非国有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基于创新意愿（RD）和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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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bl）来考察上市公司创新情况。企业创新意愿是

指企业是否存在创新投入，创新投入以企业研发投

入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来表征。

2. 解释变量。产权性质（Soe），根据最终控制人

的属性不同，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样本。

3. 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负债

（Lev）、公司业绩（Roa）、大股东持股比例（Lsh）、董
事会规模（Dnum）与CEO相关特征为控制变量，并

且控制行业和年度影响。相关变量的具体名称及定

义见表1。

（三）模型筛选

借鉴已有文献（李春涛、宋敏，2010）构建本文的

模型，本文模型涉及对数单位模型（Logit）、限制因

变量模型（Tobit）与面板回归模型。以下模型中的

Convar代表所有控制变量。模型（1）与模型（2）分别

是Logit模型与Tobit模型，用以检验国有企业从概

率上看是否具有更高的创新性，β2符号预期为正。

模型 3是面板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国有企业现实中

是否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水平，β2符号预期为负。

Logit（RDit）=α+β1Convarit+β2Soeit+εit （1）
Tobit（Rdblit）=α+β1Convarit+β2Soeit+εit （2）
Rdblit=α+β1Convarit+β2Soeit+εit （3）
（四）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看，经过缩尾处理后，

变量异常值得到了有效控制，将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降到最低。国有企业占比67%，说明目前主板上市公

司依然以国有控股为主。有58%的企业参与创新，说

明上市公司参与企业创新的比例较高。企业创新投

入的比例均值为1.2%，从整体上看企业创新的投入

比例不高，如将不参与创新公司扣除，均值提升至

2%。大股东持股比例最低为 0.030，最高为 0.900。经
过对数处理，公司规模、CEO薪酬、CEO任期、CEO
年龄变量的变异性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司业绩平均

值0.032，说明公司盈利情况不佳。CEO持股最低为

0，最高为 0.440，表明持股差异较大。董事会规模最

小是 6，最大 25。平均约 16.7%的上市公司进行了

CEO变更。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落差”检验结果

表 3的第（1）、（2）列给出了 Logit与Tobit模型

的回归结果。根据变量定义Soe代表产权性质，国有

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在概率模型中，如果该变

量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在概率上优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与企业创新意愿之间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一回归结果支

持了假设 1，说明国有企业的创新意愿显著高于非

国有企业。如果仅有创新意愿，而缺乏足够的资金支

持，创新依然无法实现。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国

有企业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表 1 变量定义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创新意愿

创新投入

产权性质

公司规模

公司负债

公司业绩

大股东持股
比例

董事会规模

CEO薪酬

CEO持股

CEO年龄

CEO变更

CEO任期

变量符号

RD

Rdbl

Soe

Size

Lev

Roa

Lsh

Dnum

Pay

Gsh

Age

BD

Tenure

变量描述

公司有研发为1，否则为0

研发投入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为 1，
否则为0

总资产自然对数

负债总额/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本

董事会人数

高管个人薪酬取自然对数

CEO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CEO个人年龄

CEO 当年发生变更为 1，否则
为0

CEO任期（天数）取自然对数

变量名称

RD

Rdbl

Soe

Size

Lev

Roa

Lsh

Dnum

Pay

Gsh

Age

BD

Tenure

样本数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6154

平均值

0.574

0.012

0.669

22.217

0.525

0.032

0.350

13.030

5.400

0.003

3.876

0.167

6.913

标准差

0.494

0.019

0.773

1.218

0.196

0.053

0.157

3.928

3.441

0.026

0.130

0.373

1.167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19.368

0.084

-0.180

0.003

6.000

1.442

0.000

3.219

0.000

0.000

最大值

1.000

0.102

1.000

25.440

0.924

0.192

0.900

25.000

15.573

0.440

4.290

1.000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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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确实如理论分析所言，具有更

强的意愿去创新，但没有更强的意愿去投入更多的

创新资金。换言之，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倾向，

但是缺乏资金支持，从而很难实现创新的目的。表3
的第（3）列给出了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与创新投入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一回归结果强烈地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2，即国有

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较低的创新投入水平。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更强，

但是并不愿意进行更高水平的创新投入，且创新真

实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国有企业

创新确实存在理论与现实上的“落差”。

（二）“落差”解释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有企业创新“落差”的存在意味着国有企业在

创新上存在可以挖掘的空间。接下来的研究将解释

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落差”的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对总样本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了拆

分，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再观察分样本之间控制变量

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所存在的差

异，从而找出造成“落差”存在的因素。表4给出了可

能解释“落差”存在因素的回归分析，以观察这些变

量是否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表 5与
表6分别采用概率模型与面板模型进行了分样本回

归，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为了控制篇幅，表 4并未给出部分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仅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回归数

据看，国有企业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更严重，而

且其董事会更臃肿，CEO持股也显著较低，CEO年

龄偏大。本文选取的 6个主要解释“落差”的变量仅

有CEO薪酬与CEO变更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

业创新“落差”最终体现在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上，因

此对于创新投入水平的关注是本部分的重点，下文

并未给出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

非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持股未对企业创新投入水

平产生显著影响，但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

高，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越低。董事会规模扩大在

国有企业中显著抑制企业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

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企

业的CEO薪酬未显著影响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

国有企业的CEO薪酬对创新高水平投入有着非常

显著的正面影响。CEO持股与CEO薪酬激励的结

论恰好相反。在国有企业样本中，CEO年龄越大，则

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越低；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

则不存在这一现象。国有企业CEO变更年度的企业

创新高水平投入的概率显著较低，非国有企业不存

在此现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CEO任期延长会

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创新投入水平。可见，大股东

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CEO薪酬、CEO持股、CEO
年龄与CEO变更等因素是诱发“落差”的可能因素，

如这些因素能得到面板模型的验证，就意味着它们

Soe

N

（1）

Lsh

0.0553∗∗∗
（14.23）

6154

（2）

Dnum

0.799∗∗∗
（7.77）

6154

（3）

Pay

0.0234
（0.26）

6154

（4）

Gsh

-0.00679∗∗∗
（-9.96）

6154

（5）

Age

0.0286∗∗∗
（8.38）

6154

（6）

BD

0.0801
（1.11）

6154

变量

Size

Lev

Roa

Lsh

Dnum

Pay

Gsh

Age

BD

Tenure

Soe

LR Chi2（24）/
Adj.R2

常数项

N

（1）
RD

0.2800∗∗∗
（7.86）

-0.3030
（-1.51）

1.5680∗∗
（2.21）

-0.3320
（-1.48）

-0.0320∗∗∗
（-3.83）

0.0864∗
（1.75）

4.8440∗∗∗
（3.07）

-0.3190
（-1.23）

-0.5250
（-1.12）

0.1180∗∗∗
（2.72）

0.2620∗∗∗
（3.72）

2376.51∗∗∗

-7.148∗∗∗
（-6.02）

6154

（2）
Rdbl

0.0009
（1.45）

-0.0147∗∗∗
（-4.01）

0.0135
（1.08）

-0.0130∗∗∗
（-3.17）

-0.0004∗∗
（-2.57）

0.00411∗∗∗
（4.52）

0.0926∗∗∗
（4.48）

-0.0152∗∗∗
（-3.23）

-0.0360∗∗∗
（-4.16）

0.00120
（1.52）

-0.00166
（-0.30）

1826.33∗∗∗

-0.006
（-0.28）

6154

（3）
Rdbl

-0.0033∗∗∗
（-4.23）

-0.0190∗∗∗
（-4.09）

-0.0305∗
（-1.94）

-0.0121∗∗
（-2.34）

-0.0001
（-0.02）

0.0051∗∗∗
（4.39）

0.0513∗∗
（2.21）

-0.0142∗∗
（-2.41）

-0.0485∗∗∗
（-4.40）

-0.0004
（-0.38）

-0.0054∗∗∗
（-3.42）

0.1103∗∗∗

0.133∗∗∗
（4.93）

3511

表 3 模型（1）~（3）的回归结果

表 4 控制因素的预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 t检验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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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Size

Lev

Roa

Lsh

Dnum

Pay

Gsh

Age

BD

Tenure

Chi2（24）

常数项

N

非国有企业样本

Rdbl

0.0028∗∗∗
（4.06）

-0.0185∗∗∗
（-4.62）

0.0274∗∗
（2.06）

-0.0061
（-1.29）

-0.0002
（-1.35）

0.0014
（1.52）

0.0879∗∗∗
（5.34）

-0.0056
（-1.24）

-0.0087
（-0.98）

0.0028∗∗∗
（3.20）

700.93∗∗∗

-0.0555∗∗
（-2.55）

2545

国有企业样本

Rdbl

-0.0012∗∗∗
（-2.84）

-0.0132∗∗∗
（-5.17）

-0.0147∗
（-1.66）

-0.0091∗∗∗
（-3.35）

-0.0003∗∗∗
（-3.04）

0.0055∗∗∗
（8.44）

0.0433∗
（1.81）

-0.0186∗∗∗
（-5.15）

-0.0479∗∗∗
（-7.68）

0.0012∗∗
（2.37）

971.55∗∗∗

0.0833∗∗∗
（5.30）

3609

表 5 Tobit模型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是诱发“落差”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之间显著负相关，非国有企业则不存在这种稳定的

关系，这强化了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即大股东持

股比例是解释“落差”的重要因素之一，假设 3得到

证实。董事会规模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不

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假设 4仅仅得到概

率模型的支持，可见董事会规模是解释“落差”的一

个相对不稳定的因素。国有企业CEO薪酬与企业创

新投入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这

种稳定关系，这强化了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国有

企业CEO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非

国有企业中这一关系则显著为正，这强化了Tobit模
型的研究结论，CEO持股是解释“落差”的重要因素

之一。CEO年龄与变更均显著负面影响国有企业的

创新投入水平，非国有企业则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关

系，这强化了Tobit模型的研究结论，即CEO年龄与

变更是解释“落差”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假设5得

到证实，说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CEO特征存在

的差异是导致“落差”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稳健性检验

借鉴Ramalingegowda等（2013）的做法，本文用

创新投入总额除以滞后一期总资产来表征企业创新

投入水平，又考虑到公司特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

响，采取滞后一期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变量来进行

回归，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同时采用稳健回归，

考虑了异方差的影响，也采用了Bootstrap反复抽样

的方法，对上述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未

发生实质性变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发现，国有企业创新存在理

论与现实的“落差”，这为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创新

效率损失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本文的研究显示国

有企业创新意愿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其创新高水

变量

Size

Lev

Roa

Lsh

Dnum

Pay

Gsh

Age

BD

Tenure

Adj.R2

常数项

N

非国有企业样本

Rdbl

-0.0018∗∗∗
（-2.86）

-0.0285∗∗∗
（-7.70）

0.0077
（0.64）

0.0006
（0.14）

0.00002
（0.15）

0.0019∗∗
（2.21）

0.0704∗∗∗
（5.33）

-0.0070∗
（-1.74）

-0.0147∗
（-1.77）

0.0014∗
（1.85）

0.1783∗∗∗

0.0794∗∗∗
（4.03）

1373

国有企业样本

Rdbl

-0.0035∗∗∗
（-8.49）

-0.0093∗∗∗
（-3.77）

-0.0146∗
（-1.73）

-0.0094∗∗∗
（-3.56）

-0.00001
（-0.14）

0.0059∗∗∗
（9.30）

0.0293
（1.47）

-0.0114∗∗∗
（-3.26）

-0.0533∗∗∗
（-8.87）

0.00046
（0.92）

0.0565∗∗∗

0.1190∗∗∗
（7.83）

2138

表 6 面板模型（3）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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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投入的概率与非国有企业无显著差异；国有企业

创新实际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可见，国有

企业创新的确存在一定“落差”。进一步研究发现，大

股东持股比例、CEO变更与CEO年龄均是解释“落

差”的重要因素，它们均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创新投

入水平，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并未有显著影响。由于国

有企业的CEO薪酬受到管制，CEO薪酬水平的提

升能促进企业投入更多的创新资金；国有企业CEO
持股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激励水平，即使提高持股水

平也不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升

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民营化是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但也有不同意见指

出国有企业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钟昀珈

等，2016）。本文的研究则显示出国有企业大股东意

愿、CEO特征等因素是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产生

的可能原因，也是国有企业创新“落差”的诱发因素。

该研究结论意味着国有企业无需民营化，也能促进

其不断创新。

首先，国有企业大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有

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约束

大股东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干涉。其次，抑制董事

会规模，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对企业创新也会产生

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国有企业受管制的CEO薪

酬显著降低了薪酬激励水平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

平的影响，因此，合理提升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是

国企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国有企业应该大力

推广股权激励，使其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的激励作

用。进一步，CEO年龄应与非国有企业保持大体一

致水平，如此可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另外，国有企业应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确保

CEO变更能够平稳过渡，避免对企业创新投入行为

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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