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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来源的构成和

比例关系。企业资本结构关乎企业的筹资决策，影响

着企业的价值。在MM理论的基础上，权衡理论、代

理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市场相机抉

择理论等极大地丰富了资本结构的研究，我国资本

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因

此，立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趋势分析的方法研

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企业资本结构变动趋势之间

的同步性，可以很好地检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有

效性，为现有的研究成果提供直观的证据。同时，从

较长的时间跨度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趋势，

可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

结合相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还可以了解在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受经济政策、经济周

期等外部经济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后我国企业资本

结构的最终运动趋势。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 2001 ~
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以运动的视角研究我国上市

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动情况，探寻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在企业资本结构变动中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企业资本结构由内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决定。

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规

模[1]、固定资产比重正相关，与盈利能力、非债务税

盾、成长性[2]、行业的相关性[3]负相关[4]。可以看出，

资本结构不仅与当前企业的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

力有关，还与企业未来的发展机会相关。不同规模企

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小规模企业资本结

构主要受盈利能力、投资机会和有形资产比重的影

响[5]。类似于小规模企业，私有企业资本结构更容易

受企业业绩波动的影响[6]。由此可见，企业规模与有

形资产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融资能力，

因此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时，应在考虑不同融资能

力企业特征差异的基础上考虑企业规模与固定资

产比重的影响。从企业的发展机会来看，企业的资本

结构与成长阶段显著正相关，与衰退阶段显著负相

关[7]。企业总资产增长率的差异可以作为企业成长

阶段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研究了企业总资产增长

率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市场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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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法律环境、宏观政策等方面研究其对资本结构的

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法律环境与债务

水平负相关[8][9]。企业所在地区法律保护程度与政

府廉洁程度会影响企业负债结构的选择，进而影响

企业资本结构[10]。国家宏观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

影响因企业性质、规模的差异而不同[11][12]；具有不

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对经济波动的反应也存在差异[13]。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

范围覆盖到了微观与宏观的方方面面，但是有关于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过于依赖实证研究方法，

难以直观了解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趋势。因此，本文

以较长的时间跨度，通过趋势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

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变动趋势之间的同步性，进

而丰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资本结构分为狭义资本结构与广义资本结构，

狭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负债与权益资本之间

的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负债率；广义的资本结构指

企业全部资本的构成及比例关系，即资产负债率。本

文选用长期资本负债率与资产负债率作为企业资本

结构的主要衡量指标，还选取了负债与权益市价比、

流动比例作为替代性衡量指标。本文财务数据全部

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首先选取我国上市公司

2001 ~ 2015年的数据，然后剔除其中金融行业的数

据并对其他数据在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数

据处理与分析主要使用Excel与Stata 12.0软件。

四、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总体变动趋势分析

从现有的资本结构衡量指标中，选取资产负债

率、长期资本负债率两个主要指标，以及负债与权益

市价比与流动比例两个替代性指标，分析各指标的

长期变动趋势及其内部构成的变动。

（一）资本结构变动趋势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与长期

资本负债率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 1可知，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变动

呈现出上升、下降、平稳三个阶段：2001 ~ 2006年资

产负债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7 ~ 2011年呈现下

降趋势，2012 ~ 2015年则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

态。这种变化趋势与我国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保

持一致。2007年之前我国GDP的增速在两位数以

上；2007 ~ 2012年GDP的增速开始下降，加上金融

危机的冲击，GDP增速受限；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

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

速增长，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

的均衡水平上。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资本负债水平

较低，这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依赖短期负债进行融

资的行为相一致。

（二）负债内部结构变动趋势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内部结构，即长期借款占比

与短期借款占比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知，短期借款的变动趋势与资产负债

率的变动趋势有所差异，短期借款占比在 2005 ~
2009年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长期借款占比在此期

间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可见，在经济整体向好的市场

环境中，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更倾向于选用风险较小

的长期借款进行融资，而银行也更倾向于发放长期

借款。2009年之后，受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我国企

业整体的负债水平较低。整体而言，长期借款占比没

有明显的变动。

（三）负债与权益市价比变动趋势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与权益市价比变动情况如图

3所示。

图 1 资本结构变动趋势

图 2 负债内部结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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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3负债与权益市价比变化曲线与图 1中
资产负债率变化曲线可知，2005 ~ 2007年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市价处于较高的状态，2008年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市价呈下降趋势，2013 ~ 2015年上市公

司所有者权益市价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负债与权

益市价比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股票市场股

价的影响，而且股价波动的影响远远覆盖了负债水

平变动的影响。因此，用负债与权益市场价值的比值

来衡量企业资本结构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的情

况下，使用负债与权益市价比并不能真正衡量上市

公司的资本结构。

（四）流动比例变动情况

我国上市公司流动比例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

结合图 4流动比例变化曲线与图 1中资产负债

率变化曲线可知，在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时期，流

动比例处于下降的状态；在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的过

程中流动比例会不断上升；企业资产负债率趋于稳

定时企业的流动比例逐渐回归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可见，在经济平稳时期，市场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关注

度较低，企业可以降低流动资产的持有水平，进而获

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在经济波动时期，利益相关者对

企业偿债能力的关注度较高，企业为了满足利益相

关者的需求，会主动采取措施提高流动比例，如增加

流动资产的持有，以向外界传递积极的市场信号。

由图 5、图 6可知，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与流

动比例的变动趋势一致；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与

流动比例的变动趋势相反。可见，在企业资产负债率

下降的过程中，流动负债会下降、流动资产会增加，

最终导致流动比例上升。

五、不同融资能力企业资本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受资源

能力限制被动选择的结果？以有无长期借款作为融

资能力的替代衡量指标，本文将上市公司分为两类，

即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和没有长期借款的企业，研究

这两类企业资本结构变动趋势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并进一步探讨形成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差异的影

响因素，以及企业特征对其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

图 3 负债与权益市价比变动趋势

图 4 流动比例变动趋势

图 5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图 6 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82·财会月刊2018.11

由图 7可知，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占样本总量

的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没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占样

本总量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至2011年这两项比

例渐趋平稳，大约有50%的上市公司没有长期借款。

（一）不同融资能力企业短期借款变动趋势

由图 8可知，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其短期借款

的规模明显高于没有长期借款的企业，说明有无长

期借款可以作为衡量企业融资能力的一个替代性指

标。2005 ~ 2011年间两类企业的短期负债均呈下降

趋势，企业融资能力差异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二）不同融资能力企业资本结构变动情况

由图 9可知，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的资产负债

率与长期资本负债率的变动幅度均较小。拥有长期

借款的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同时，长期资本负

债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这说明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

可以通过增加长期负债的方式维持其资本结构的稳

定性，企业资本结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能

力的限制。

（三）不同融资能力企业流动比例的变动情况

结合图9、图10可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流动

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拥有长期借款

图 8 两类企业短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图 7 两类企业占样本总量的比例 图 9 两类企业资本结构变动趋势

图 10 两类企业流动比例变动趋势

图 11 两类企业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图 12 两类企业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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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流动比例整体比较稳定，而没有长期借款的

企业流动比例在 2008 ~ 2012年间明显上升，之后逐

渐下降。

企业会通过增加流动资产并减少流动负债的行

为来调整其流动比例。由图11、图12可知，拥有长期

借款的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占比的变动较为平

稳，这进一步证实了融资能力比较差的企业在经济

不景气时，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能更关注其偿债能

力。在融资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流动比例具有信号传

递的功能。

（四）不同融资能力企业特征差异

1. 不同融资能力企业规模差异。两类企业的企

业规模变动情况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知，整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

在不断扩大。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规模要明显大于

无长期借款的企业。可见，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融资

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融资能力的差异又会影响企

业资本结构的变动。因此，企业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

2. 不同融资能力企业固定资产占比差异。两类

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变动情况如图14所示。

由图14可知，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固定资产占

总资产的比重较高，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固定资

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在下降，两者的变动趋势存在

明显的一致性，可见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的主要目的

是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外部经

济环境的好坏与企业投资机会的多少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3. 不同融资能力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增长

率差异。两类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

变动情况分别如图15、图16所示。

由图15可以看出，有长期借款的企业与没有长

期借款的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的

变动趋势总体一致。2003年国家缩紧银根，多次上

调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因此 2003 ~ 2005年上市公司

的总资产增长率与固定资产增长率均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2007年我国采取“稳中适度从紧”的宏观政

策，导致当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与固定资产

增长率均下降；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财

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变

为“适度宽松”，导致 2008 ~ 2010年上市公司的总资

产增长率大幅上升；2011年之后转为稳健的货币政

图 13 两类企业的企业规模变动趋势

图 14 两类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变动趋势

图 15 两类企业固定资产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 16 两类企业总资产增长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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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因此2011年之后上市公司总资产增长率与固定

资产增长率变动幅度较小。可见，企业总资产增长率

与固定资产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

宏观政策的影响。但是，资产增长率的变动与资本结

构的变动趋势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受宏观政策的调节作用较弱。

由图16可知，拥有长期借款的企业其短期借款

的规模高于无长期借款的企业，可见是否有长期借

款可以作为衡量企业融资能力的一个替代性指标。

从两类企业的特征分析来看：有长期借款企业的规

模明显大于无长期借款企业，可见企业规模会影响

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从固定资

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看：有长期借款的企业的固定

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更高，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重的变动趋势与资产负债率的变动趋势存在一致

性，说明企业固定资产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企业的资本结构。从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增长

率变动趋势来看，两类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增

长率的变动没有明显的差异。可见，企业增长速度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但宏观政策对资

本结构的影响不明显。

六、宏观环境与资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GDP增速与资本结构变动

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我国GDP增长率进

行对比，如图17所示。

由图 17可知，整体而言GDP增长率与上市公

司资产负债率的变动趋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与

上文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环

境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利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

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长期资本负债率与我

国利率水平进行对比，如图18所示。

由图18可知，企业长期资本负债率与利率水平

的变动趋势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但是长期资本负

债率的变动滞后利率水平的变动两年左右。这说明

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长期资本负债

率。但是，利率水平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较小，

这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依靠短期负债进行融资的经

济行为一致。

（三）经济环境景气指数与资本结构

1. 景气指数与总资产增长率。将上市公司总资

产增长率与我国经济环境的景气指数进行对比，如

图19所示。

由图19可知，经济环境景气指数与企业总资产

增长率的变动存在很强的一致性。经济环境的景气

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发展面临的经济环

境，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企业成长机会的多

少，因此企业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

环境的影响。

2. 景气指数与企业资本结构。将上市公司资产

负债率、长期资本负债率与我国经济环境的景气指

数进行对比，如图20所示。

图 17 资产负债率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

图 18 利率水平与资本结构变动趋势

图 19 景气指数与总资产增长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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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0可知，2007年景气指数的明显下降为企

业资产负债率在 2007 ~ 2011年间的下降提供了一

种可能的解释；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环境的景气指

数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2013年之后企业总资

产增长率上升，景气指数与总资产增长率的综合作

用为企业资本结构在 2012年之后呈现出低水平的

均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七、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趋势分析方法，选用 2001 ~ 2015年我

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

结构的变动趋势，并试图解释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变

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

宏观环境的变动趋势一致，2001 ~ 2007年间上市公

司的资本结构呈上升的趋势，2007 ~ 2011年间剧烈

下降，2011 ~ 2015年间呈现一种低水平的稳定状态。

②企业资本结构与流动比例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有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企业

会通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同步变动来实现对流

动比例的调整。③企业规模与固定资产比重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司能否取得长期借款，

上市公司有无长期借款可以作为其是否受到融资约

束的替代性衡量指标；总资产与固定资产的增长率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宏观政策对总

资产与固定资产的增长率的影响对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产生的影响较小。④利率水平对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的解释力度较小。

本文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的整体变动趋势，为了解我国上市公司资

本结构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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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景气指数与资本结构变动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