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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紧缩环境下风险投资对 

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基于我国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孙骏可罗正英陈艳

〔摘要〕本文选取了 2005-2014年深证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风险投资与企业 

融资约束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只有在 

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无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有风险投资持 

股企业融资约束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小，并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 

高成长性的、小规模企业中能够充分体现。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风险投资效应发挥的途径, 

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外部投资者需要更多信息进行甄别，这时，风险投资的 

“认证效应”得以凸显，这为风险投资效应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理解风险投资在中 

国资本市场上的行为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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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外学术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都表明风险资本是积极的投资者(Active Investor) ( Barre et al., 
1990 ;Gompers, 1995 ; Kortum and Lerner,2000)。相比其他财务中介,风险投资不仅提供企业发展 

所需资金，更重要的是风险投资家利用其专业化的管理经验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治理与管理 

(Feed et a1.,1998； Cyr et al.,2000 ； Wang et al.,2003)。张学勇和廖理(2011)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背 

景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的市场表现,揭示了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在项目选择时更稳健，对公司治 

理结构的安排更合理。但是，陈工孟等(2011)通过对不同市场背景下风险投资支持的中资企业的 

抑价率进行比较，揭示了在国内市场背景下风险投资的“逐名动机”"Grand standing)更强烈。

吴超鹏等(2012)考察了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他们发现, 

风险投资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公司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因现金流短 

缺所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该文开启了上市之后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影响研究的先河。黄福广 

(2009)、付雷鸣等(2012)、胡志颖(2012)、龙勇(2013)、蔡宁(2015)等一批学者研究了上市之后风 

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涉及投融资行为、公司业绩和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但是，风险投资 

对被投企业在上市之后是否能发挥出正面的作用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各种理论甚至存在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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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结论％作为专业投资者,我国风险投资是会发挥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正面作用，还是可能 

在逐名动机驱使下采取短期行为？这将对上市后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监管角度 

看，是可以借助这一新兴投资机构的积极作用,还是必须对其行为加以规制、引导%

微观企业资本配置行为的研究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和公司治理框架下, 

容易忽视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重要约束,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 

研究之间的割裂现状(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之 

一，对微观企业的财务政策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Fazzae et al., 1988)%目前只有少数文献研究货 

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其中,张亦春(2015)的文章侧重于从抑制投资过度的角度 

研究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的作用，并且风险投资是作为调节货币政策和投资效率的中介变量 

处于次要地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结合货币政策检验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在紧缩的 

货币政策下是否发生变化，为解读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可能在以下几方面有一定的边际贡献:(1)本文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风险投资 

效应与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不总是显著 

的,只有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因为潜在外部投资者更严格的甄别，风险投资持股才能作为优质企业 

的信号而被认可％本文深入研究了在不同货币政策下风险投资持股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变化, 

为解释风险投资的正面效应和反面效应的冲突做出了努力，为解读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影响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本文利用基于“欧拉方程”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能够检验出风险投资 

是否能够通过“认证”和“监督”的正面效应吸引外部资金，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从融资约束角度检 

验风险投资的“认证”和“监督”效应,具备一定的创新性％ (3)本文使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在 

货币政策紧缩时，有风险投资的企业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在融资约束的不同表现％传统的宏观经 

济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经济数据，把所有企业视为无差异的代表公司，只能得到微观经济体对货币 

政策反应的累聚效应，无法观测个体具体表现的差异性％本文的实证以企业投资水平为因变量、风 

险投资持股和货币政策紧缩为自变量，并且在模型中加入两者的交乘项，重点关注交乘项的系数及 

显著性，能够较好地检验不同公司的反应差异，为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经济主体的关系提供经验 

基础％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的提出，第三节是研究设计，第四节实证 

分析,第五节扩展性分析，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的提出

( 一) 文

1 •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

Megginson and Weiss" 1991)在研究IPO折价率时，首先发现了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认为风 

险投资处于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将被投资公司内在价值作为IP0发行价，同时外部投资人会视为上 

市公司的“内部人”，将风险投资持股作为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信号，因而风险投资持股企业的IP0 
折价更低％ “认证效应”同样也被用来解释企业融资约束的相关问题％由于风险投资具有筛选评  

估的作用,在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看来，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相较于没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备更加优质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从而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会更加 

信任这些公司，这就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向外界传递,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认证效应”％ Baum 
and Silverman(2004 )认为这种认证效应能够为企业提供潜在的信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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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man( 1990)发现风险投资介入了初创企业的融资、董事会和公司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监 

督作用，一方面改善了股东和治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样也改善了公司与外部潜在投资者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Amv( 1990)通过建立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的行为，其研究发现在项目融 

资,入股企业后,风险投资家还会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参与被投资企业的日常管理，例如监控、激 

励、提供增值服务等，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减少了投资不足行为，缓解融资 

约束。

风险投资是积极的投资者,参与被投资公司后,不仅能够为所投资的公司提供资金，还可以通 

过监督管理降低被投资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Lerner" 1995)认为风险投资的投资过程包含尽职调 

查、契约协定、监督管理等，监督管理能够发挥抑制被投资企业代理问题,降低道德风险％吴超鹏等 

(2012)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经常评估和监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和使用情况,减少了企业的违约风 

险,使得外部投资人更愿意提供资本。

2.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微观企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同时，企业行为一定与其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波动密不可 

分(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货币政策是各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微观企 

业面临的重要宏观经济事件，它的波动对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都将产生显著的影响(Hu, 1999) %

祝继高和陆亚飞(2009)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指数”，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现 

金持有的关系，发现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外部融资约束水平提高，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以应对 

融资约束％与祝继高研究一脉相承的是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利用1998-2008年的数据，根据年 

度定义货币政策紧缩期间，实证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为了应对融资约束的提高，会选择提高 

稳健性，以便取得银行贷款％以上文献大多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配给现象加重,企业融 

资约束水平会上升％

众多学者还认为货币政策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 

集中在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如靳庆鲁等(2012)认为宽松的货币政 

策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加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黄志忠 (2013) 

研究发现区域金融的发展强化了货币政策对融资约束企业的缓解作用％另外,还有文献研究货 

币政策紧缩时的代理问题，认为银行在趋紧的信贷渠道下要求企业具有更强的担保能力，而相对 

较大的代理冲突减弱了企业的风险担保能力，为了满足贷款组合的风险标准，银行将减少对这类 

企业的贷款额度，所以代理冲突比较小的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受到的影响较小(张超等,

2015)%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信息不对称过程具体体现在外部资金提供者筛选企业的过程中％外部资金提供者在事前考虑 

的因素可能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信用评级、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企业的管理层才能等％本文认为 

风险投资能缓解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具备“认证效应”％风险投资出于维护自身 

声誉的目标，其所投资的拟上市公司具备更高的质量。因此风险投资持股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 

外部的投资者将之视为对公司质量肯定的积极信号％高质量的公司意味着未来生产率更高，盈利 

能力更强,资金的回报率就越高,投资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外部投资者愿意选择有风险投资 

持股的企业％

代理成本指的是中小企业在获得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的贷款后，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风险投资具备“监督效应”％ Sahlman(1990)和Lemer( 1995 )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企业管理的方 

式主要是通过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掌握话语权并参与企业高管和外部董事的任命％风险投资出于 

维持或提升自身声誉的需求，其有动机对资金的使用途径进行监督，使资金投入到净现值为正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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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上避免公司改变资金用途，将资金投资于风险更高的资本项目，降低道德风险，缓解企业的 

融资约束％

与无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相比，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与外部资金潜在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比较低并且代理问题比较小(Amii et al., 1990)。而目前,我国仍处在转轨时期，资本市场 

的不发达和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据《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报 

告》，中国是80个样本国家中融资约束最大的国家，融资难俨然成为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瓶 

颈。很多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支持(林毅夫，2001)。因此，我们认为风险投资持 

股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上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

因此，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入股企业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流动性的重要来源，还能传递融资能 

力的“安全”信号。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具备“监督效应”，风险投资机构一般会委派其成员担任 

被投资公司的董事(Sahlman, 1990 )，近距离地介入到企业当中，减少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发生 ， 

改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还具备“认证效应”，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对象是有选择性 

的，有风险投资入股实际上是向资金提供者揭示了被投资企业未来良好的前景，从而降低了资金提 

供者搜寻优质客户的成本,增强金融机构对公司的信心，进而提高合约的可能性,缓解融资约束 % 

本文提出：

假设1 :相对于没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比较低％

根据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框架(Cover,1992)，不同宏观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施加影响的作 

用效果是不对称的(张亦春和李晓春,2015)%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由于资金相对宽裕，外部资金 

提供者在进行信贷资金投放时，没有动机去识别判断企业以往的业绩表现％相反，当货币政策紧缩 

时，信贷资金变得稀缺，同时经济运行往往过热,外部资金提供者势必更加谨慎地识别企业以往的 

业绩表现％信贷配给现象因货币政策紧缩恶化，外部资金提供者选择企业的空间更大(饶品贵和 

姜国华,2011)%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风险投资持股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此时，风险投资“认证效 

应”帮助银行部门识别优质的企业％因此，我们认为相比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风险投资持股在货币 

政策紧缩时，更加能够被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认可为企业持续发展的信号%

在宽松货币期间,市场流动性充足，企业投资较为理性,风险投资者的监督作用不明显,而货币 

从紧时，借款方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可抵押资产价值降低，企业的担保能力被削弱导致银行授信 

减少％因此，银行在趋紧的信贷渠道下将要求企业具有更强的担保能力，而相对较大的代理冲突减 

弱了企业的风险担保能力％为了满足贷款组合的风险标准,银行将减少对这类企业的贷款额度 

(Holmstrom and Tirole,1997)，外部资金供给趋紧使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强。当信贷渠道趋松 

时，银行可能并不在意借款企业的代理问题，代理冲突在趋松的信贷渠道下影响较小％

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因素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效果的凸显,至少基于以下几 

个理由。首先，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揭示了企业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降低了潜在资金提供者的信 

息搜寻成本，在货币政策趋紧时，潜在资金提供者选择企业的空间更大，风险投资的信号作用更加 

显著;其次，风险投资的投后管理功能增强，降低了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使资金提供者对企业的未来 

充满信丿卜%货币政策紧缩时，相比没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克 

服货币政策对代理问题的负向影响，并且在货币政策趋紧时，潜在资金提供者对企业盈利能力和担 

保能力要求更高，但企业的内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却增强，基于风险投资信息传递等方面的考虑, 

风险投资支 的 业 供资金%

因此，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监督效应”能够得到更积极的发挥,所以货 

币政策紧缩时，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相较于无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因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而受 

到较小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企业投资更依赖于外部资金，而不是依赖于内部现金流，因而表现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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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融资约束％本文提出：

假设2：相对于没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受到 

影响较小，风险投资持股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加显著％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风险投资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投资,它通常为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成长的高科技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增值服务,在承担高风险的基础上将企业推向IPO市场,并通过在二级市场上 

的退出获得回报(钱苹和张帏,2007)%《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4年21. 26% 
的风险投资机构选择在境内主板上市,30.71%的企业通过境内创业板上市,40.94%的企业则在境 

内中小板上市。因此，本文选取2005至2014年在我国深交所中小板中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 

证分析中小板中风险投资的持股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行 

业、房地产行业公司样本;(2)剔除ST；(3)剔除数据不完整或明显异常的样本。最终样本包括689 
家上市公司，3365个观测值。本研究所用的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均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 

(CSMAR) %本文使用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使用STATA12. 0软件完成回归分析等统 

计工作。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1 •模型设定及实证方法

本文以欧拉方程投资模型为基本模型，以企业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研 

究风险投资能否缓解融资约束,并研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 

发生变化％模型(1)如下：

(F)$=$0 5(F t$K+$2 (F t$-1U (F)t k+$4 (等))$1+$5 (等))$1 * "Ct+%c (1)
本文另外一个研究主题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因止匕模 

型中包含有货币政策、风险投资和内部现金流的交乘项，同时，本文关于风险投资在货币政策紧缩 

时期缓解信息不对称功能更加显著的假设，是在货币政策负向影响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基础 

上得出的，因此模型中也应包含货币政策和内部现金流的交乘项。建立了如下的投资支出回归模 

(2)

型(2)：

(F)=$0 + (F tC + (F)$.1 +$C",1 +$4 (74)$ k + (等L

* GC)t +$6 (C * MP+$ (C * VC)* MP + %)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公司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1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为了减少内生性的 

影响,本文对现金流、风险投资持股和货币政策紧缩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处理％

在模型(1)、模型(2)中，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 

因此如果应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将是有偏和非 

一致的，导致所推论出的经济含义也是扭曲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Bond(1991)提出的 

动态面板广义矩阵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这一方法先是对估计方程进行一阶差分去掉固定 

效应的影响，然后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的工具变量，从而获得一致性估计% 

另外,GMM估计分为一步的GMM估计和两步GMM估计,两步GMM估计相比一步GMM估计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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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渐进分布不可靠，一步系统GMM估计量尽管效率有所下降但它是一致的(付波航、方齐云和宋 

德勇,2013)。而系统GMM估计比差分GMM估计利用了更多的信息,能有效控制某些变量的内生 

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Blundell and Bund"2000)指出如果GMM的估计 

值介于固定效应估计值与混合OLS估计值之间，则GMM估计是可靠有效的。

2.变量定义

融资约束的指标。通常用于度量融资约束的指标有公司规模、股利支付率、KZ指数和公司的 

信用评级等"Fazzae et al., 1988 ；Almeida et al.,2004)%本文选择“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企业 

的融资约束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该指标较为贴近融资约束文献的核心思想，并且近期有 

大量研究和调查的结果仍然支持“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有效性"Fazzae et al., 1988 ；罗琦等,2007 ； 

屈文洲等，2011)。其次，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效性的质疑主要是针对Q-投资方程问题 

"Hareson et al.,2004 ) %本文的实证模型构建自欧拉方程,避免了对托宾Q的讨论％欧拉方程投资 

模型是目前研究融资约束的主流模型，源自Fazzae et al. " 1988 ),后经Bond and Meghir " 1994 )、 

Low "2003)等进一步发展，其实质是研究企业当期投资与前期投资以及资本边际报酬率之间的关 

系％由于其不考虑TobinQ值的影响因素，避免了计算股票价格指数，而且现金流对企业融资约束 

的影响更具实用性，因而本文选择此模型进行风险投资和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欧拉模型设 

定如下：

(C =$0 3(:L +$2 (:L +$3 (A +$4 (?L1⑶ 

其中仏表示资本支出,F表示资本存量，乙表示总产出，cf,表示公司内部现金流％

因此，本文定义如下指标。企业当年投资水平(I)：本文将公司在当年投资水平定义为当年现 

金流量表中“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企业内部现金流"Cf): Love"2003)将现金流指标定义为净利润 

加折旧摊销，但是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并未公布折旧摊销净额,本文用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中 

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来替代％资本存量(KLAleid"2006)认为，从资本存量(K)中排除无形资产 

能有效减少测量误差，但是由于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披露无形资产,本文将资本存量定义为年初总资 

产％总产出"')：总产出是公司当年产出的总和,本文用企业营业收入作为替代指标，等于利润表 

中“主营业务收入”％
货币政策紧缩的指标％本文旨在研究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 

效应是否增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的衡量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定性衡量的方法;二是定量衡 

量的方法％本文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对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进行相应的衡量 ％
"1)货币政策的定量衡量:货币政策紧缩程度"MP1、MP2 ),本文采用采用货币政策中重要的中 

间目标指标(调整过的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作为定量衡量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指标％

首先,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的研究，基于货币供给量应满足GDP增长与物价水平增长需 

求这一假设设计如下计算公式，当MP越大表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越大,越小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

MP =- (!52 - !MDP _ ACPI\ "4)
\ M2 GDP CPI I

其中，螢、说?、牯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水平增长率％

其次，借鉴马草原(2015)的研究，贷款余额增长率是显著影响经济体投资的变量％本文选取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紧缩的指标％设计如下计算公式，当MP越 

大表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越大,越小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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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V _ !GDP _ ACPI\ "5#
--\ Loan ~ GDP ~ CPI C " #

其中，学如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率。
Loan

(2)货币政策的定性衡量:货币政策紧缩的哑变量(NMP),参考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以年度 

为划分标准,基于我国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我国货币政策虚拟变量，若在货币政策 

紧缩时期,NMP取1,否则取0%

参考连军和马宇(2015)和张西征(2010)的方法,本文通过阅读政府货币政策报告来定性 

界定货币政策的宽松时期和紧缩时期％判定标准如下:一是直接看当期报告对货币政策类型的 

表述;二是分析前后各期之间的关系；三是依据对信贷量、通货膨胀和汇率的调整等表述进行判 

断。

根据以上方法对中国人民银行2005-2014年四个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机调整的％ 2006年一直使用稳健宽松的 

货币政策，到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 

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整个2007年,央行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六 

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的货币政策则延续了 2007年的紧缩的政策,直 

到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全年新增贷款预期目 

标提高至4万亿元以上,指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总量 ％ 2009,2010年延续了 2008年末的宽松政 

策％ 2011年,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3个百分点,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0. 
75个百分点，实行了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2012年，根据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物价涨幅有所回落等 

变化，前瞻性地加强预调微调，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灵活开展公开市场双向操 

作，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3年、2014年则延续了 2012年较 

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综上所述，本文判定2006、2009、2010、2012、2013、2014年采用宽松性货币政 

策,2007,2008,2011年为紧缩性货币政策％

风险投资持股的哑变量"VC):公司当年前十大股东中是否有风险投资机构的哑变量,若有则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首先需要甄别样本公司是否有VC参与，这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我们发现，如果只参 

照清科数据库进行匹配,或只以各省市已备案VC名录为标准，结果都将不够完整全面％因此，本 

文以吴超鹏等(2012)提出的界定方法为主，先按如下标准进行甄别％若公司十大股东名称中含有 

“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创业资本投资”，则界定为风险投资％若十大股东名称中包含“高科技 

投资”、“高新投资”、“创新投资”、“科技投资”、“技术改造投资”、“信息产业投资”、“科技产业投 

资”、“高科技股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技术投资”、“投资公司”、“投资有限公司”字样的 

公司，则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一步确认:第一，通过清科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并判断其性质是否属 

于VC;第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 saic. gov. cn)查询该股东的主营业务、背景 

和机构性质，若其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则视其为VC%此外，招股说明书中会披露重要 

股东信息，通过分析该股东是否以开展创新投资业务为主可以准确地判断其是否属于VC%此外, 

我们收集和统计了近年来上市的部分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从中提取许多VC股东的资料，并依此对 

已确认结果进行了仔细核实、补遗和修正，以提高数据的准确程度％

()

表1汇报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角度看，在2005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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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的十年之间，上市公司固定资产增速均值为9.31% ,中位数是7.00%，表明上市公司在这 

十年内资产出现较快的增长。其次，关注到有风险投资样本组和无风险投资样本组组间的差 

异。组间差异首先反映在投资水平上，有风险投资持股样本的投资水平均值0.113高于无风险 

投资持股样本组的均值0.077，表明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投资倾向。两组样本 

组在现金流水平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总产出水平上，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也表现得 

更好。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组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有风险投资持股 1527 0.113 0.093 -0.072 0.085 0.764

I/K 无风险投资持股 1838 0.077 0.074 -0.215 0.067 1.141

本 3365 0.093 0.085 -0.215 0.07 1.141

有风险投资持股 1527 0.054 0.082 -0.274 0.052 0.646

CF/K 无风险投资持股 1838 0.055 0.103 -0.568 0.055 1.011

本 3365 0.055 0.094 -0.568 0.054 1.011

有风险投资持股 1527 0.0717 0.0507 0.0045 0.0598 0.7609

Y/K 无风险投资持股 1838 0.0697 0.0483 0.0055 0.0591 0.6124

本 3365 0.0708 0.0496 0.0045 0.0593 0.7609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

如前所述，为了检验GMM估计的可靠性，可以将滞后因变量的GMM估计值与混合OLS和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相比％本文对模型(1)进行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表2得到(FI 

的OLS估计值为0. 541，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为0. 254，而GMM估计值为0. 526,处于其他两个 

估计值之间，说明我们的GMM估计结果是可靠有效的。表中显示，一步系统GMM估计Sargent统 

计量的P值为0. 845，不能拒绝工具联合有效性的原假设。因此，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和滞后阶数 

是有效的。残差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 008和0. 756，这检验了一阶差分 

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模型(1) GMM估计效果较好%

从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 (I/K)的系数为正(0.526 ),(I/K)平方的系数为负(-0.089)，且都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Bond and Meehir( 1994 )构建欧拉方程时对这两个系数的预期符号一致，企 

业当年新增的销售收入(Y/K)和内部现金流(CF/K)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为0.164,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证明了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投资现金流敏感的情况,即企业当期新 

增投资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金流％我们重点关注的系数是内部现金流和风险投资持股哑变量的交 

乘项的系数，我们预期风险投资持股会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削减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因此 

内部现金流和风险投资持股哑变量交乘项的系数应为负值且显著％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VC * 

(RK)的系数为0.020并且t值为0. 25,没有达到10%的显著水平,并且在OLS回归和固定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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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中VC * （I/K）的系数分别为0.047和0. 026,t值分别为1.03和1.34,符号和显著性均不 

符合预期。所以估计结果并不符合本文假设1的预期％

表2风险投资影响企业融资的估计结果

变量 OLS FE 一步系统GMM
0.541 0.254 0.526

(I/K) t ( 6.46) ( 4.52) ( 9.01 )

0.021 0.096 0.089
(I/K) .1 ( 8.39) ( 12.34) ( 3.34)

0.117 0.086 0.164
(Y/K)— ( 3.45) (2.23) ( 7.49)

0.129 0.015 0.164
(CF/K)— ( 7.29) ( 1.67) ( 7.49)

0.047 0.026 0.020
VC * ( CF/K) t 1 ( 1.03 ) ( 1.34) ( 0.25)

0.080 0.287 0.124

( 1.96) (1.88) ( 0.96)

R - squared 0.103 0.095

AR(1) 0.008

AR( 2)
0.756

SarganTest 0.845

Observations 3365 3365 3365

注:表中的AR（1）、AR（2）、SarganTest给出的是P值;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 

上显著。

（二）货币政策紧缩条件下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表3考虑了以货币政策、内部现金流和风险投资持股变量为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分别用了两个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衡量指标和代表货币政策紧缩的定性指 

标。第一、二个衡量指标分别是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货币供应量）以及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 

额增长率（信贷投放量）,第三衡量指标是从定性角度,衡量货币政策紧缩,如果货币政策紧缩, 

NMP哑变量为1,否则为0 %
从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I/K）的系数分别为0.027、0. 277和0.014, （I/K）平方的系数分别为 

-0. 004、- 0. 001和-0. 001,且都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与Bond and Meghig 1994）构建欧拉方程时 

对这两个系数的预期符号一致，企业当年新增的销售收入（Y/K）的相关系数分别0. 137、0. 139和 

0.193，销售收入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内部现金流（CF/K）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087、1.405和0.031,均为正且MP1和MP2的回归模型中，显著性在1%的水平上，证明了我 

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投资现金流敏感的情况,即企业当期新增投资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 

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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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AR(1)、AR(2)、SarganTest给出的是P值;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的 

显著。

表3 货币政策紧缩期风险投资影响企业融资的估计结果

变量 MP1 MP2 NMP

(I/K) t
0.027 0.277 0.014
(10.65) (9.11) ( 6.80)

0.004 0.001 0.001
(IK) t1

( 3.33) ( 3.21) ( 0.61 )

0.137 0.139 0.193
(Y/K)t

(8.11) (8.27) (8.08)

0.087 1.405 0.031
(CF/K)t

(6.49) (3.77) ( 0.99)

0.024 1.364 0.096
VC * ( CF/K) t- 1

(0.43) ( 3.00) (1.34)

0.862 1.296 0.072
MP * (CF/K) t- 1

(3.24) (3.63) (1.99)

0.713 1.357 0.042
VC * MP * (CF/K) t- 1

( 2.33) ( 3.38) ( 11.68)

0.080 0.287 0.124
Constant

(1.96) (1.88) ( 0.96)

AR(1) 0.007 0.002 0.008

AR( 2) 0.852 0.875 0.756

SaraanTest 0.952 0.899 0.845

Observations 3365 3365 3365

本文还关注MP * (CF/K)的交乘项，在定性和定量描述货币支持的指标下,MP * (CF/K)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在本文的研究设计中，定量指标(MP1、MP2)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正相关与货币政 

策宽松程度负相关，即货币政策越紧缩，定量指标越高;定性指标(NMP)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为1,货 

币政策宽松时为0%实证结果显示，三个模型中MP * (CF/K)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862、 
1.296、0. 0723)，说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越高,融资市场约束程度加剧，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 

强，符合上文的分析％

本文最关注的一个交乘项是VC、MP、( C F/K)三者的交乘项，此交乘项可用来检验货币政策紧 

缩时期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从表3中可看出，在货 

币政策紧缩的三个指标的衡量下，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其中用调整的M2增速检验的结果是 

10%显著水平上的-0. 713,用贷款余额增长率检验的结果是5%显著水平上的-1.357,用货币政 

策紧缩哑变量检验的结果是1%显著水平上的-0.042。三个模型中的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无风 

险投资支持的企业，货币政策紧缩对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较小(VC * 

MP * (CF/K)交乘项为负)，即可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正效应％这一结果可作如下解释:首先, 

风险投资一般会委派其成员担任被投资公司的董事(Sahlan, 1990)，从而近距离地介入到企业当 

中，降低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发生，改善融资环境;其次,风险投资机构还具备“认证效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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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的投资对象是有选择性的，有风险投资入股实际上是向资金提供者揭示了被投企业未来 

良好的前景，从而降低了资金提供者搜寻优质客户的成本,增强金融机构对公司的信丿卜,进而提高 

合约的可能性，缓解融资约束。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信号效应更容易被外部潜在 

投资者所捕获，有风险投资持股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少地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设2%

（三）控制企业规模、成长性的检验

货币政策紧缩的重要目的就是防止企业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叶康涛和祝继高（2008）研究 

发现,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可能得到信贷融资，然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高成 

长性的企业信贷融资额度反而下降得更快。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高成长性企业往往属 

于高风险的行业，银行部门更有可能优先考虑风险管理的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效率目 

标％而低成长性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部门出于企业经营风险和 

服从政策目标（稳定就业等）的考虑，信贷资源会向这些企业倾斜，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小% 

这会削弱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显著,性％

本文理论分析认为企业成长性的差异对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风险投资与融资约束间的关  

系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企业成长性”变量的平均值进行样本分组检验①％结果显示，在 

货币政策紧缩的三个指标的衡量下，高成长企业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其中用调整的M2增速 

指标的结果是在低成长性和高成长性的样本中交乘项均显著为负（分别为-1. 592和-1. 495），但 

是在高成长性的样本组中显著性更高;用贷款余额增长率检验的结果是在低成长性的样本组中交 

乘项不显著,却在高成长性的样本组中显著为负（1%显著水平上的-1231 ）；用货币政策紧缩哑 

验的结果 成 样本组中不 ， 成 样本组中 为负（1% 平 的

-0-835）。三组模型中的检验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支持在货币紧缩时期，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现 

金流敏感性（VC * MP * （CF/K）交乘项为负），并且这种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效应，在高成长 

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一结果证实了相比于无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有风险投资持股企业融资 

约束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小,并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高成长性的企业中更 

显著％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效果因企业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 Gertlse and Gilchrist（ 1994 ）利 

用1960-1990年美国生产企业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存货和生产的影响，他们发现 

小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时候遭受的损失更大％我国学者马文超和胡思阴（2012）研究发现紧缩 

的货币政策导致小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下调，而大企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反映在投资现金流敏 

感性上则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小规模企业的敏感性的负向影响较大％如果综合考虑风险投资持股的 

因素，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规模较大的企业固有的较强的担保能力可能会削弱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 

约束影响的显著性％

本文理 分析 为 业 模 质 对于货币政策紧缩时 业风险投资与融资 间的

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企业规模”变量的平均值进行样本分组检验②％结果显示,在货币 

政策紧缩的三个指标的衡量下，小规模企业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其中用调整的M2增速指标 

的结果是在规模较小的样本组中交乘项均显著为负（5%显著水平上的-0.995），在规模较大的样 

本组中不显著;用贷款余额增长率检验的结果是在规模较大的样本组中交乘项不显著,却在规模较

① 采用Tobin] Q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计算689家样本企业Tobin] Q的平均值,其中，Tobin] Q值在平均值及以上 

的定义为“高成长性企业” ,Tobin] Q在平均值以下的定义为“低成长性企业” ％

② 采用企业期末的总资产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计算689家样本企业规模的平均值，其中，企业规模在平均值及以上的 

定义为“大规模企业”，企业规模在平均值以下的定义为“小规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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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样本组中显著为负（1%显著水平上的-0.639）（用货币政策紧缩哑变量检验的结果是在规模 

较大的样本组中不显著，在规模较小样本组中显著为负（5%显著水平上的-0.122）。三组模型中 

的检验结果基本表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货币紧缩时期，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VC * MP * （CF/K）交乘项为负），并且这种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在规模较小的样本组 

中更为显著。这证实了相比于无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有风险投资持股企业融资约束受到紧缩性 

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小，并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规模较小企业中更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欧拉方程和GMM广义矩阵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相比托宾Q投资模型和OLS方 

法应具备更好的无偏性和一致性％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融资约束的检验，很多还采用Fazzae et al. 
（1988）的模型，并采用OLS的回归方法％因此，本文稳健性检验采用这两个实证方法，通过比较实 

证结果和已有文献的异同，验证本文的结论是否稳健%本文研究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是否 

能帮助企业减轻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因此模型中包含有货币政策、风险投资和内部现金流的交乘 

项，本文借鉴了 Fazzae et al.（ 1988），Walker"2006） , Biddle et al.（2006）等的实证模型，建立了如下 

的投资支出回归模型（6 ）：

=$0 +01 TobinQ）, K +$2_e（，一1 +$3），$ - 1 +$4＞。&，,-1 +05 Ret）$_1 + $6 ，$ -1

+ 07BoaT#,-- + $8 CF,- + $9MP + $10 VC + $n CF, x MP + $12 CF, 

yVC + $13VC xMP+ $14CF, xMPxVC + %, （6）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公司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另外，本文参 

照Peterson（2009）的研究，对公司层面和年度层面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的处理，避免了一般面板 

数据估计方法产生的对标准误差的低估％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VC * CF * MP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用调整的M2增速检验 

的结果是1 %显著水平上的-0.727，用贷款余额增长率检验的结果是1 %显著水平上的-1 367， 

用货币政策紧缩哑变量检验的结果是1%显著水平上的-0.056）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主回归 

基本保持一致，没有产生实质性区别，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 ） 风险投资的 验

本文利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风险投资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能够降 

低企业的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效应的凸显源于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更  

加仔细地鉴别投资对象，而此时风险投资的信号效应更容易被捕获，这个解释认为风险投资的信号 

效应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没有显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得以显现（解释一）％ 

然而还存在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即货币政策的作用对象同样包含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面临 

银根紧缩时，同样也会注重自己的资金安全，因此对于自己投资公司的管理有更强烈的干预动机, 

监督效应首先凸显，从而被投企业的管理效率得以提升，未来业绩更好，违约风险更低（解释二）％ 

因此，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有风险投资持股的公司方才能够获得外部投资者的青睐％本文通过实证 

对 进 验%

本文从企业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风险投资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与紧缩时期对公 

司治理的影响是否具备差异性，来研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产生显著影响的 

原因％选择用成本（费用）粘性作为衡量风险投资治理功能的替代性指标，不仅是因为“成本（费 

用）粘性”直接反映了企业费用的增减变化，而且还在于“成本（费用）粘性”将代理成本、风险投资 

和成本（费用）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紧密地联系起来％ “成本（费用）粘性”指的是，企业业务量上 

升时，成本费用的增加量大于等额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的减少量的现象（Anderson et al.,2003 （孙 

铮和刘浩，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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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参照Anderson et al.（2003 ）等的方法，并根据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 

受公司特征影响的情况,加入代表管理层预期、管理层动机以及契约成本的虚拟变量。将成本粘性 

模型扩展为模型（7）：

” x log[ ] +03 Y xxlol加]X D(

其中,VC是代表公司在该年度是否有风险投资持股的哑变量,log[ ]是公司资本密集度的控

制变量，等于公司t期的总资产与销售收入之比的自然对数订跆]E'/6]是公司雇员密集程度的 

控制变量，等于公司t期的酬金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的自然对数（Avoids衡量公司避免盈余亏损 

动机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期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介于[0,1%]之间，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 

0（AoidD^衡量公司避免盈余下降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期净利润的变化与总资产的比值介于 

[0,1%]之间，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4的实证结果显示Revt/Revt-1 ]的系数为0. 475（对应的t统计量为30. 45）,即销售 

收入上升1%时费用支出增加0. 475% ;Dt xloo] Revt/Revt -1 ]的系数为-0. 220 （对应的t统计 

量为-6. 96），这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公司销售收入下降1%时费用支出仅减少0. 255% 
（=0-475% -0.220%）,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样本公司存在“成本粘性”特征％进一步，我们检验了 

风险投资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Dt / 10O3 Revt/Revt-1 ] x VC的系数为0. 353 
（对应的t统计量为8.31），这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成本粘 

性” ％模型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列（2）列（3）分货币政策紧缩样本组和货币政策宽松样本组，检验风险投资在货币政策变化的 

情况下，其“监督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

从变量Revt/Revt-1] / VC的系数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无论紧缩还是宽松时,风险投 

资都表现出了监督效应,Revt/Revt -1 ] / VC系数分别为0.333和0.248%本研究想验证 

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监督效应”是否有所增强，因此通过设置货币政策紧缩的哑变量MP, 
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Dt / Co] Revt/Revt-1] / MP,检验其显著性和系数正或负效应％实证结果显 

示,Dixloo] Revt/Revt-1] / VC * MP的系数并不显著（t值为1.45 ），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MP=1）,风险投资没有在降低公司“成本粘性”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从而证实了在货币政策紧 

缩时，风险投资的抑制代理问题的功能并没有增强％同时，结合本文表3的实证结果，我们认为在 

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改善公司治理的功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因 

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效应的凸显源于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更加仔细地鉴别投资对 

象,不源于风险投资主动加强监督管理，即证明了解释一％此外，模型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 

我们的预期一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孔玉生等,2007 （龚启辉等, 

2010；陈磊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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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货币政策紧缩对风险投资与企业代理成本关系的影响

⑴

Variables

le- Ree/Rev( - 1)]

Dt o le- Ree/Rev( - 1).

Dt o lg- Ree/Rev( - 1). * Dec

Dt o lg- Ree/Rev( - 1). * lg- Aset/Ree]

Dt o lg - Rev/Rev( - 1)] * lg - Employ/Ree]

Dt o lg - Rev/Rev( - 1)] * AvoiV-Loss

Dt o lg - Ree/Rev( - 1 )] * Avoid_Dec

Dt o lg - Ree/Rev( - 1 )] * VC

Dt o lg - Ree/Rev ( - 1)] * VC * MP

Constant

F

Obs

R 一 squared

(2) (3) (4)

全样本 mp 二 1 mp = 0 加入交乘项

0.475 0.584 0.454 0.475
( 30.45) ( 14.79) (26.71) ( 30.45)

-0.220 * * * -0. 187 -0.214 -0.234 * * *

( -6.96) (-113) ( -6.47) ( -7.36)

0.209 0.283 0.145 0.180
( 4.27) (2.74) (2.54) (3.63)

-0.030 0.075 -0.034 -0.028
( -2.68) (1.34) (-2.91) ( -2.46)

1.324 -0.796 1.572 1.459
(4.88) ( -0.70) (5.52) (5.34)

-0.158 -0.642 -0.091 -0.164
( -2.89) ( -3.99) ( -1.54) ( -3.00)

-0.163 -0.264 -0.125 -0.145
( -3.66) ( -1.81) ( -2.63) ( -3.23)

0.353 0.333 0.248 0.258
(8.31) (2.44) (4.84) ( 5.100)

0.258
(1.45)

0.105 0.102 0.104 0.105
(24.83) (8.71) (23.01) ( 24.88)

217.9 61.29 139.08 172.88

2730 435 2295 2730

0.361 0.535 0.327 0.364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五、结论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角度构建了风险投资改善被投资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和 

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实证框架。从企业可能受到外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加入了货币政策环境 

的因素，综合研究风险投资在不同环境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的差异性，并且进一步对风险投资效应 

凸显的渠道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究,最后对货币政策紧缩时有风险投资持股企业的投资效率做了检 

验，从治理效果的角度为本文的结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证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深证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风险投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认证效应” 

和“监督效应”，发现风险投资能否表现出“认证效应”和“监督效应”（通过检验是否能够缓解融资 

约束）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环境。具体地说，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资金相对宽裕，外部资金提 

供者在进行信贷资金投放时，效率比较低。相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信贷资金变得稀缺，外部资金 

提供者势必更加谨慎地识别企业的质量，此时，风险投资具备的“认证效应”和“监督效应”得以凸 

显，表现为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本文进一步检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效应凸显的作用路径，是通过实证检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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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对风险投资的监督效应是否产生影响来实现的。研究发现，区分不同的货币政策期间，无论是 

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还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风险投资都能够降低公司的“成本粘性’，并且相 

比货币政策宽松期间，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风险投资降低公司成本粘性的作用没有明显加强％这 

一结果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风险投资效应凸显的原因是受到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更加严格 

地甄别企业质量的影响。与此同时，它说明了风险投资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仍然专注于企业的管 

理，但是由于外部投资者的乐观估计，风险投资的这种对内部治理改善的作用，不能够体现在投资 

者选择优质企业的过程中来。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风险投资效应的凸显源于外部潜在资金提 

供者更加仔细地鉴别投资对象，不源于风险投资主动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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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i: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ture capitai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SZSEsm-i-nd medoumtsoaed iosted comp-noesoeom 2005 to2014.Itoondsth-teentueec-potic-n -ieeotecoepoe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effect is more sianificant in a tight monetary policc environment and for high-growth, smali- 

scsW enterprises. The paper then identifies the sourcc of the above effect and highlights the “ authentication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i. In a tight monetary policc environment externai investors are more nerveus about the qualith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xistencc of venture capitai in an enterprise] ownership structure can be a good signal of its quality- The result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rformancc of venture capitai in China] capitai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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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Classincahon：E44； G23； G32

Is Tierr Overconfinencc in China's Stock Market? 

Behavioral Mecli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TANG Liang WAN Xiangyu ZHANG Chen
(Schooi of Business, Northeast Normai Universic, Changchun ,130117 , China ； Institute of Quantimy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Graduate

Schooi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 China)

Abtrac&: Thos article builds a modei of share yield te represent the three-phase bubbles in stock market due te 

investors' overconfidence. Based on the model, the article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investors overconfidencc by checking 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yields of the stocks that have kept going up for more than 4 days in China] A-share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strong evidencc of overconfident investors in China] stock market. The evidencc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trading of 

small cap stocks that are not actively traded as the patterns of pricc fluctuation for this type of stocks is more likely to meet 

overconfident investors' expectation due to a seie-fulfill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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