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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一直是我国与发达国家

博弈的焦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严重影响着我国的

出口竞争优势，给我国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带来了

严峻考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建立较晚，汇率风险

管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才引入我国，这导致我国

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价值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此

外，国有上市公司无论是从国际化程度、主营业务经

营范围还是资产负债组成来看，都是外汇衍生品使

用的主力军。但国有企业股东的特殊性又往往导致

其管理者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中权力过大、缺乏监管，

他们忽视风险、参与投机的行为导致企业屡屡出现

巨额亏损。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探讨了外汇衍生

品使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国

内对外汇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的研究刚刚起步，本

文的研究将丰富这一领域的文献成果。第二，拓展了

外汇风险管理活动的研究视角。目前，有关公司治理

与风险管理关系，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风险管

理价值效果影响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基于汇率风险

管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公司治理、外汇衍

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的石油等原材料价格

大幅跌落，各国货币汇率和利率也随之大幅波动，国

内一些上市公司因盲目参与衍生品业务而造成了巨

额亏损。相关调查发现，这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

制存在缺陷有关。本文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水平和

汇率风险对冲价值溢价的关系，可以为我国上市公

司提供经验借鉴，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

运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汇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

外汇风险，又称外汇敞口，是指汇率变动使公司

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汇率波动可能引起

企业现金流、资产、负债、净利润和股票市值等减少。

外汇风险的类型主要有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

险。大量的研究证实金融对冲可以有效降低外汇风

险，而外汇衍生品作为金融对冲的一种主要手段，是

指同时进行一笔与标的资产或负债交易方向相反、

变动趋势相同、金额互抵的交易。当前的外汇衍生品

品种主要有外汇远期、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外汇

期权、外汇期货和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等。我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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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衍生品市场尚未推出外汇期货合约，因此这种衍

生品品种在我国还不能使用。使用外汇衍生品管理

外汇风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合理运用，不仅可以

降低企业外汇风险，也能节约交易成本；如果使用不

当，则可能诱发更大的外汇风险敞口，造成更为严重

的经济损失。

现代财务理论认为，未来现金流和资金成本共

同决定了企业价值，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未来现金流

或降低资金成本来提升企业价值。多数学者的研究

表明，外汇衍生品增加企业价值的渠道主要有以下

四种：

第一，减少预期税收。企业取得有息债务时，在

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所支付的债务利息允许

税前扣除，这实际上相当于减少了企业现金的流出，

提升了企业价值，因此被称为税盾效应。Clark、Judge[1]

实证研究发现，单独使用外汇衍生品或者同时使用

外汇衍生品和外币债务都能够产生公司价值的溢

价，这种溢价规模在 11% ~ 34%之间。使用外汇衍生

品对冲风险可以减小收入的波动，平滑收益，减少税

负，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此外，基于全球化的样本

数据，Bartram等[2]发现外汇衍生品使用能够增加企

业价值，进而改变了企业的产权比率，债务融资的税

盾效应得到放大。

第二，降低财务困境成本。财务困境也叫财务危

机，是指企业到期无法偿还债权人的借款或无法给

予展期偿还的承诺。财务状况恶化时，企业即将面临

破产，发生困境的概率和预估损失共同决定了财务

困境的成本。这将减少企业现金的流入，进而不利于

企业价值的提升。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公司的风

险对冲行为降低了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几率及成

本，进而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提升。

第三，缓解投资不足。由于企业和债权人信息不

对称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对外筹资的成本往

往高于使用留存收益的成本。过度举债可能会使企

业为了按时偿还债务而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赵

旭 [3]以我国有色金属业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4 ~
2008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通过

使用外汇衍生品减小了现金流的波动，发生财务困

境的几率也随之降低，企业因税盾效应而节省了税

负支出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斯文[4]研究发现，外汇

衍生品使用给企业价值带来平均约 19%的溢价。这

个结果说明在制造行业外汇风险敞口管理能够给股

东带来更多的收益。

第四，提高信息质量。Allayannis等[5]研究了国

家和公司层面的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对冲价值溢

价的影响。在公司治理变量设计上，主要有股东性

质、总裁是否兼任董事长、是否存在持股10%以上的

大股东等。他们以这些治理变量为基础，构建公司治

理水平指数，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

业，外汇衍生品使用带来的企业价值溢价达到

10.7%。可见，风险对冲活动有效缓解了投资者与管

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了双方的代理冲突，提

高了信息质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外汇衍生品使用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

在现代企业制度背景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分离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并

不亲自参与企业经营，而是委托职业经理人经营管

理企业，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委托代理

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动机（对冲

外汇风险，降低现金流波动）发生扭曲，管理者通常

会出于投机目的和获取私利而使用外汇衍生品，一

旦出现问题，将给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应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者的风险管理决策进

行合理的约束，降低代理冲突，使管理者以企业价值

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外汇衍生品使用是企业的一项财务决策行为。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能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也

会抑制经理人和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更

好地保证外汇衍生品使用的经济效果。Fauver、
Naranjo[6]通过对 1746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 1991 ~
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更多代理和

监管问题（例如经营不透明、更高代理成本、公司治

理水平低）的公司，外汇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之间

存在负相关关系。有学者基于 619家英国上市公司

2007 ~ 2009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

理使得外汇衍生品使用带来的企业价值溢价有

1.4%；而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外汇衍生品使用则

给企业带来-2.9%的价值折损。以上各位学者的研

究均是通过构建公司治理水平指数来度量公司治理

水平，但可能因研究样本的不同和选取公司治理水

平指数构建变量的差异，导致得出的价值溢价（折

价）水平差异较大。

我国证券市场中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为国有控股

企业。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不仅对公司治理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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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风险管

理行为产生一定作用。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政府作为

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具有以下两个特点：①它所拥有

的企业所有权是残缺的。由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

制权的不匹配，导致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企业管理

者既不能分享因正确行使投票权所带来的收益，也

不用为不负责任的投票行为去承担任何损失。这种

现象形成了不对称的“廉价投票权”。②由于国有资

产的剩余索取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导致政府作为国

有产权的代理人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权主体，由

此产生“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现象。由此带来的后

果就是，国有企业在决策的科学性、中小股东利益保

护、对管理层的行为监督等方面存在缺陷。国有企业

的管理者相比民营企业更有动机通过外汇衍生品进

行投机行为或攫取私人利益。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

设 3：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倾向于使用外汇

衍生品。

假设3：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外汇衍生品使用对

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3 ~ 2016年中证800指数样本股公

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筛选的标准为：①剔除金融类

公司；②剔除ST和∗ST类公司；③剔除本年度“汇兑

损益”科目为0的公司；④剔除研究期间数据缺失的

公司。最终共得到1950个观测值。

由于每个年度的样本公司数量各不相同，所以

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属于非平衡面板模型。本文

的数据处理及回归分析采用 Excel 数据处理软件

和 Stata 12.0统计分析软件。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是企业价值，国内外研

究通常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本文的托宾

Q值为期末市值与期末总资产账面价值之比，期末

市值考虑了B股和H股的价值，结合相应的发行股

数、股价和年末折算汇率进行计算后与A股市值进

行了加总。原始数据中Q值的最小值为0.09，最大值

为 15.55，说明样本中的公司价值差异较大；Q值的

均值为1.02，中位数为1.42，说明Q值的分布是偏态

的。为了控制这种明显的偏态，我们采用对Q取自

然对数的方式使其分布更加对称，并对LnQ中1%的

异常值进行了缩尾处理。

2. 主要解释变量。

（1）外汇衍生品使用（Der）。在已有的实证研究

中，有关外汇衍生品使用（Der）这一变量的表示通

常有两种：一是虚拟变量，即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

率风险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二是对冲比例，即外

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除以总资产。但笔者对样本公

司的外汇衍生品数据进行搜集时，发现不少公司并

未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外汇衍生品的使用信

息予以确认、计量和披露，数据缺失严重，无法采用

对冲比例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进行

研究。郭飞[7]、斯文[4]在外汇衍生品使用的相关研究

方面也是采用虚拟变量。笔者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

司普遍使用外汇远期、远期结售汇和无本金交割远

期（NDF）等外汇衍生品合约来对冲风险，其中外汇

远期最为常见。因此，笔者在年报中查询企业是否使

用以上一种或几种合约，并结合搜索“管理（规避、对

冲）汇率风险（外汇风险）”等关键词来进行判断，如

满足上述搜索条件，则将外汇衍生品使用（Der）赋
值为1，否则为0。

（2）公司治理综合水平指数（G-index）。本文借

鉴顾鸣润等[8]的方法，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选取

能够代表公司内外部治理特征的四个维度、八个公

司治理变量，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水平指数G-index，
具体变量见表1。

单一地考察公司治理变量对外汇衍生品使用决

策的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本研究通过构建公司治

理综合水平指数，从整体上考察公司治理的综合水

平。参照顾鸣润等[8]的做法，本步骤对所选定的八个

公司治理变量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对公司治理水平

有正面贡献的治理变量，包括独立董事比例（IDP）、
董事会会议次数（DM）、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

（RMC）、管理层持股比例（MO）、第二至第十大股

东股权集中度（Top2 ~ 10）、同时在H/B股上市（H/
B share）；第二类是对公司治理水平有负面贡献的治

理变量，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CEOdual）
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在计算G-index时，将样本公司按照第一类治

理变量进行升序排列，获得每家公司每年度所占的

序号，得分为序号除以样本量再乘以100。然后将样

本公司按照第二类治理变量进行降序排列，获得每

家公司每年度所占的序号，得分为序号除以样本量



2018. 12 财会月刊·67·□

再乘以100。每家样本公司G-index的得分即为上述

八个变量的加权平均值。

3. 控制变量。本文在参考贾炜莹和陈宝峰[9]、

郭飞[7]、斯文[4]、Lel[10]的基础上，考虑了以下控制变

量：公司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公司

性质、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本文所使用变量的定义

和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1）来检验假设1及假设3：
TobinQ=C+β1Der+β2Size+β3Lev+β4Roa+

β5Growth+β6Soe+Inddum+Ydum （1）
构建模型（2）来检验假设2：
Der=C+β0G-index+β1Size+β2Lev+β3Soe+

Inddum+Ydum （2）
样本按G-index得分高低进行分组（以G-index

中位值作为划分标准）。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是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的结果。首先，托宾Q值（TobinQ）的平均值和中

位值分别为 1.42和 1.02，均大于 1，这说明我国上市

公司普遍具有良好的投资机会。而因为托宾Q值的

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3.32和 22.03，呈偏态分布，所以

在后面的实证回归中将采用托宾Q值的自然对数

来改善这一偏态。此外，表 3显示外汇衍生品使用

（Der）的均值为0.20，说明总体样本中有20%的公司

使用了外汇衍生品，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 60%的使

用比例[2][5]，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外汇

衍生品来管理、规避外汇风险的能力较弱。另外，样

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

（Roa）和公司治理水平（G-index）也存在较大的差

异，说明样本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总体样本公司

中，公司性质（Soe）的均值为 0.68，中位值为 1，这
说明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这种特有的产权性质在我们的研究分析中应引起

重视。

表4统计了各个年度外汇衍生品使用的比例情

况。从表4中可以看出：第一，2009 ~ 2012年间，人民

币的不断波动（主要是升值）对我国企业造成了不利

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外汇风险敞口。第二，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外汇风险管理，外汇衍生品

使用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09年度的18.82%增

长至2012年的24.13%。但相比外汇衍生品发达的欧

美国家，这一使用比例仍旧不高。

正

面

贡

献

变

量

负
面
贡
献
变
量

变量名称

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会会议次数

设立风险管理委
员会

管理层持股比例

第二至第十大股
东股权集中度

同 时 在 H/B 股
上市

董事长与总经理
两职合一

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符号

IDP

DM

RMC

MO

Top2 ~ 10

H/B share

CEOdual

Top1

计算方法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
成员人数

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会
议次数

当公司设有风险管理
委员会时，RMC 为 1，
否则为0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

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
股比例的平方和

当公司在 H 股或 B 股
上市时，H/B share 为
1，否则为0

当公司董事长与总经
理两职合一时，赋值为
1，否则为0

第一大股东持股量/总
股数

被
解释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名称

公司价值

外汇衍生
品使用

公司治理
水平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
率

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

公司性质

年度虚拟
变量

行业虚拟
变量

符号

TobinQ

Der

G-index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Ydum

Inddum

计算方法

Ln（期末总市值/期末总资
产账面价值）

当公司使用外汇衍生品
时，赋值为1，否则为0

由八个治理变量构成，公
司治理得分越高，表示公
司治理综合水平越好

Ln（期末总资产）

期末负债/ 期末总资产

息税前利润×2÷（期初总
资 产 ＋ 期 末 总 资 产）×
100%

［t年营业收入-（t-1）年营
业收入］/（t-1）年营业收
入

当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
性质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处于某一年数据，赋值为
1，否则为0

处于某一行业的公司，赋
值为1，否则为0

表 1 公司治理变量G-index构成

表 2 变量名称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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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回归分析

1. 外汇衍生品使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针对

假设 1设计的回归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托宾Q
值的自然对数（TobinQ）、解释变量为外汇衍生品使

用（Der）。本文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回归中对年度、行业和异方差影响进行了控制，

回归结果见表5。
由表 5可知，外汇衍生品使用与托宾Q值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达 5%。这与国

内外的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即证实了本文的

假设1：外汇衍生品使用能够增加企业价值。由回归

系数可知，其价值溢价水平平均达 5.7%，即使用外

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上市公司，其企业价值比

未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司高出5.7%。这一溢价规模

与Allayannis、Weston[5]以美国公司为样本得出5%的

溢价水平较为一致，与郭飞[7]基于 2007 ~ 2009年度

968家跨国公司 10%的溢价规模差异较大。这是因

为：一方面样本年度区间选择不同，人民币汇率的波

动情况不同，从而导致价值溢价水平不同；另一方面

是因为本文是基于有外汇风险敞口的企业进行研

究，而郭飞[7]是基于出口收入比例大于 10%以上的

公司（跨国公司）进行研究。

这一溢价效应的产生可能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①2005年 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发生真

正波动，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也在逐渐增大，而

外汇衍生品正是对冲外汇风险的有力手段，它可以

降低现金流的波动，平滑企业收益，提升企业价值。

②基于价值最大化理论，企业通过使用外汇衍生品

对冲外汇风险可以减少企业的预期税收，降低财务

困境成本，避免投资不足，改善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

息不对称。③Allayannis、Weston[5]的研究发现，当一

国货币处于升值期时，外汇衍生品使用所产生的溢

价效应要显著大于货币贬值期。自人民币汇改以来，

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升值状态，这也使得企业使用

外汇衍生品的效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此外，本文还选取受汇率影响最大且在国民经

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回归分析。表 5
中制造业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外汇衍生品使用

（Der）的回归系数为 0.12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即制造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产生了 12.2%的价值

溢价，明显高于全样本（除金融业）5.7%的平均水平。

这一方面反映了外汇衍生品使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在不同行业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说明外汇衍生品的

使用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帮助更大。然

而，目前在制造行业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比例还较低，

国家有关机构和部门应该鼓励和指导制造业企业在

出于合理对冲外汇风险需求时，积极选取恰当的外

汇衍生品合约来对冲风险。

从表5全样本和制造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公司规模、资本结构、公司性质与企业价值显著

负相关；公司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与企业价值显著正

相关。这证实了盈利水平较高、成长能力较好的公

司，其市场价值也较高。

2. 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模

型（2）以外汇衍生品使用（Der）作为被解释变量、公

司治理综合水平指数（G-index）作为解释变量。参

照Lel[10]的研究，本文在回归中将公司规模、资本结

构、公司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度、行业、

异方差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6。回归结果显示，公司治理水平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这说明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使用

外汇衍生品，假设2得到证实。此外，公司规模（Size）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外

汇衍生品。资本结构（Lev）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负债

水平与外汇衍生品使用决策呈正向相关关系，这和

公司进行风险对冲以降低预期的财务困境成本的理

论预测相一致。

表 3 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TobinQ（Q）

TobinQ（lnQ）

Der

G-index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Obs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Mean

1.42

0.02

0.20

50.49

22.86

0.52

5.50

0.17

0.68

Median

1.02

0.025

0

50.70

22.65

0.53

4.65

0.13

1

Std. Dev.

1.10

0.81

0.4

9.00

1.25

0.19

6.50

0.32

0.47

Min

0.09

-2.38

0

26.22

19.79

0.01

-57.58

-0.49

0

Max

15.55

2.74

1

76.82

28.41

2.06

62.97

1.59

1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总观
察值

392

379

598

601

虚拟变量
为1

70

86

151

145

虚拟变量
为0

302

293

447

456

虚拟变量为1
的比例

18.82%

22.70%

25.25%

24.13%

表 4 外汇衍生品使用比例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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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使用价值效应

的影响。以公司治理综合水平的中位值50.7046作为

分组标准，得分大于 50.7046的为公司治理水平高

组，小于等于 50.7046的为公司治理水平低组。分别

采用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中对年度、行业和异方

差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公司

治理水平高组，外汇衍生品系数为7.1%且在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公司治理水平低组，外汇衍生品

系数为 3.5%且不显著。这说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外汇衍生品使用带来的企业价值溢价程度越高。这

反映了当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管理层与投资者的

目标趋同，减少了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了代理成本，

提升了企业价值。而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管理者

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公司的风险决策做出

次优选择，如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投机等，这将不利

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三）稳健性检验

1. 企业价值回归的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外汇

衍生品使用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

敏感性分析。将托宾Q值的计算公式改为：Q=（年

末总市值+年末负债账面价值）/年末总资产账面价

值。从表8可以看出，外汇衍生品使用的价值溢价水

平依然显著为正，全样本和制造业样本价值溢价水

平分别为4.4%和5.3%。该溢价水平虽低于前面5.7%
和12.2%的研究结果，但假设1的结论依旧稳健。

此外，本文还采用固定效应加以回归。由于行

业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因此采用基于Fama-MacBeth
的两步骤方法加以控制。表 9 是基于固定效应回

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表9可以看出，采用固定效

应回归，外汇衍生品使用的价值溢价更高而且显著

为正。

变量

Der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Constant

行业

年度

R-squared

公司治理水平低

（G-index≤50.7046）

TobinQ

0.035
（1.32）
-0.183∗∗∗
（-17.52）

-0.338∗∗∗
（-5.47）

0.018∗∗∗
（9.78）
-0.002

（-0.05）
-0.009

（-0.41）
4.982∗∗∗
（21.51）

控制

控制

0.576

公司治理水平高

（G-index>50.7047）

TobinQ

0.071∗∗∗
（2.65）

-0.201∗∗∗
（-18.30）

-0.423∗∗∗
（-5.86）

0.021∗∗∗
（9.70）

0.096∗∗
（2.56）

-0.078∗∗∗
（-3.43）

5.292∗∗∗
（23.85）

控制

控制

0.553

变量

G-index

Size

Lev

Soe

Constant

行业

年度

Observations

Der
0.026∗∗∗
（3.65）

0.539∗∗∗
（8.81）

1.051∗∗∗
（2.67）
-0.142

（-1.00）
-15.460∗∗∗
（-10.81）

控制

控制

1950

变量

Der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Constant

行业

年度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obinQ（全样本）

0.057∗∗
（2.06）

-0.299∗∗∗
（-22.97）

-1.339∗∗∗
（-13.85）

0.027∗∗∗
（7.59）

0.124∗∗∗
（3.12）

-0.074∗∗∗
（-3.33）

5.051∗∗∗
（28.83）

控制

控制

1950
0.714
231.2

TobinQ（制造业）

0.122∗∗∗
（3.25）

-0.345∗∗∗
（-17.88）

-1.231∗∗∗
（-8.66）

0.027∗∗∗
（6.80）

0.202∗∗∗
（3.40）
-0.040

（-1.36）
5.382∗∗∗
（21.22）

控制

控制

1157
0.648
188.5

表 5 外汇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6 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使用的回归结果

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
使用价值效应的回归结果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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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治理水平对外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的

稳健性检验。在模型（2）的回归中，本文采用公司治

理综合水平得分来代表公司治理的好坏。为了检验

研究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将评定公司治理综合水平

的董事与总经理两职合一（CEOdual）、独立董事比

例（IDP）、管理层持股比例（MO）和同时在H/B股

上市（H/Bshare）四个变量加入到模型（2）中进行

Logit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对公司治理有正面贡献

的三个变量，即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同

时在H/B股上市，它们的回归系数均在 1%或 5%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再次证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

越倾向于使用外汇衍生品。而负面贡献变量董事长

与总经理两职合一（CEOdual）的回归系数为负，也

证实了这一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使用外汇衍生品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人民

币汇率的不断波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愿意承

担外汇风险，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外汇风险的企业

也逐渐增多。而外汇衍生品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加企

业价值，即使用外汇衍生品管理外汇风险的企业，其

企业价值要比未使用的企业高出5.7%。

2. 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够促进企业使用外

汇衍生品来管理外汇风险。通过选取对公司治理水

平有正、负面贡献的八个治理变量构建公司治理综

合水平指数，采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公司治

理水平越高，越倾向于使用外汇衍生品。在进行稳健

性检验时，将其中四个治理变量加入回归模型检验，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的企

业，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倾向于使用外汇衍生品；

同时发行H股或B股的企业也倾向于使用外汇衍

生品。

3. 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外汇衍生品使用对企业

价值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外

汇衍生品与企业价值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治理

水平高的企业，外汇衍生品使用带来了7.1%的价值

溢价；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外汇衍生品使用对企业

价值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二）启示

1. 加快发展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相较于国外

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起步

较晚，而且品种较少。在对冲外汇风险方面，我国上

市公司大都选择远期结售汇和外汇远期来对冲风

险，但我国现有的远期结售汇市场竞争性不强，而且

流动性较低。在外汇远期合约定价方面相比国外也

处于劣势。目前，我国受制于外汇管制和外汇方面政

策，尚未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合约。但人民币外汇期

变量

Der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obinQ（全样本）

0.102∗∗
（-5.19）

-0.307∗∗∗
（-17.29）

-1.292∗∗∗
（-33.41）

1.209
（-1.02）

0.085
（-1.31）

-0.071∗∗
（-4.08）

7.446∗∗∗
（-22.2）

1,950
0.658
14.45

TobinQ（制造业）

0.131∗∗
（-5.39）

-0.349∗∗∗
（-17.56）

-1.006∗∗∗
（-16.53）

1.282
（-1.02）

0.141
（-1.35）

-0.024
（-1.27）

8.235∗∗∗
-22.26

1,157
0.64
12.28

变量

Der

Size

Lev

Roa

Growth

Soe

Constant

行业

年度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obinQ（全样本）

0.044∗∗
（2.33）

-0.177∗∗∗
（-20.44）

-0.353∗∗∗
（-5.48）

0.019∗∗∗
（8.05）

0.057∗∗
（1.98）

-0.058∗∗∗
（-3.55）

5.051∗∗∗
（28.83）

控制

控制

1950

0.579

113.6

TobinQ（制造业）

0.053∗∗
（2.13）

-0.207∗∗∗
（-16.32）

-0.304∗∗∗
（-3.25）

0.019∗∗∗
（7.11）

0.102∗∗
（2.25）

-0.037∗
（-1.73）

5.382∗∗∗
（21.22）

控制

控制

1157

0.515

119.9

替换TobinQ值的外汇衍生品使用
与企业价值的稳健性检验

外汇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的
稳健性检验（固定效应）

表 8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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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在境外市场却是风生水起，美国、新加坡交易所分

别在 2006年和 2014年相继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合

约。随着国外市场对人民币前景的看好，未来人民币

极有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国际货币。面对这

种情况，我国应尽快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进一步丰

富我国的外汇衍生品合约市场。

2. 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衍生品制度并加强监

管。衍生品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制度的规范和监管

部门的监督。衍生品市场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对交

易规则、交易系统、财务结算和监管体系的建设。交

易规则要考虑交易参与者的需求和习惯；交易系统

要具备较高的运行效率；在财务结算系统方面，要注

意保持独立运作，严格遵守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

对交易会员与客户资金严格分离，并积极做好财务

稽查工作。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充分了解衍生品市场

的现状与需求，加强对衍生品市场参与者的监管，确

保他们的交易行为合规合法，严惩违规操作行为。应

对突发事件，要及时高效地处理，并定期对衍生品从

业人员进行资格认定。

3. 制定更为详细的金融衍生品会计制度。2007
年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套期保值、金融工具列报三项准则。这些准

则要求企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风险敞口的原因，应

对风险的目标和方法，采用的金融工具种类、账面价

值、公允价值和期间损益等信息。但准则没有要求企

业对公司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动机（对冲或投机）、对

冲比例和持有衍生品的复杂度等信息进行披露，这

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实现对企业使用衍生品行为的有

效监管。当前有些企业在年报中披露衍生品信息时，

通常存在随意而且前后数据不一致的情形，导致信

息透明度不高。因此，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应结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尽快制定更为详细的衍生品披

露细则，对衍生品的具体披露内容及在财务报告中

的披露位置等做出规定。

4.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的研究同Allayannis
等［5］的研究都发现，良好的治理水平对企业使用外

汇衍生品的价值有正向影响。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第一，优化董事会结构。董

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

职能。第二，实施有效的管理层激励。企业应引入更

为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用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

卡等更为先进的方法来评价管理者的工作绩效。同

时企业应制定一套有效的激励措施，将薪酬激励和

股权激励结合使用，激发管理者的工作热情，使其与

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减少代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第三，优化股权结构。首先，适当的股权集中对公司

治理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当股权相对集中时，大股东

有能力和动力参与公司的管理和监督。其次，适当的

股权制衡十分必要。因此，企业应从设计适当的股权

结构来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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