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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吗？!

潘俊袁璐王禹

〔摘 要〕本文以2007-2016年公司债券为样本,考察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 

设计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越完善，并 

且这种影响在媒体监督较弱时和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市场化水 

平较低时，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薄弱，债权人通过设立更为完善的契约条款降低债券违约 

风险,保护自身权益。本文拓展了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了股价崩盘风 

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降低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维护债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一定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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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股价崩盘作为一种股价波动的异常情况，是指股价在短时间内出现暴跌的现象。公司管理层 

出于期权行权、职位晋升等动机隐藏企业负面信息，当负面信息累积到达某个阈值时，集中向市场 

释放,对公司股价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导致崩盘（En and Myers,2006）。现有文献大多从委 

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角度展开，主要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具体考察了大 

股东持股比例（王化成等,2015）、高管额外津贴（Xu et ai.,2014）、独立董事（梁权熙和曾海舰， 

2016）、董事海外背景（王德宏等，2018）、CF0兼任董秘（彭情和郑宇新，2018）、慈善捐赠（曹海敏和 

孟元，2019）、政治动机（Piotroski et ai.,2015）、会计稳健性（Ki and Zhang,2016）和会计信息可比 

性（IKc et ai.,2016）等内部因素以及分析师乐观偏差（许年行等,2012）、媒体报道（罗进辉和杜兴 

强,2014）、高铁开通（赵静等,2018）和系族集团（夏雪等,2019）等外部因素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 

响。然而鲜有文献涉及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因此本文深入探讨股价崩盘风险对公司治理产 

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风险会传导至债券市场，较高 

的股价崩盘风险容易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爆发财务危机，进而降低企业偿债能力，提高融资成 

本,不仅会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而且危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发展。债券契约条款作为一种履约保证，能有效保护债券投资者权益,是缓解公司代理问题、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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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已有研究发现，在公司债券中引入契约条款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融 

资成本（陈超和李鎔伊,2014），债券契约条款设计越有益于债权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 

越小,债务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公司价值增长（Nini et ai.,2012;史永东和田渊博,2016） #那么，当公 

司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债券市场投资者会设计更为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07-2016年公司债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 

设计的影响，并考察媒体监督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未来债 

券契约条款设计越完善，当媒体监督较弱时以及在民营企业中,债券投资者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 

为敏感，倾向于设计更加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 

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债券投资人难以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因而在债券发行时会设计 

更为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债券市场角度切入，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 

果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考察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探讨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对加深股价 

崩盘风险经济后果的认知以及防范股价崩盘所带来的危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深化了债券 

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实证检验了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影响，结果 

表明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股票市场风险，并通过设计完善的契约条款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拓宽了债 

券契约条款设计的研究范畴。（3）丰富了媒体监督与产权性质的相关文献。本文剖析了媒体监督 

和产权性质对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不仅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有重 

要意义，也为有关部门完善公司债的监督和执行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本质上而言，股价崩盘风险是对经典金融理论的背离，任何违背经典金融理论的市场行为, 

都有可能引起股价崩盘风险。股价暴跌作为股价崩盘的表现过程，向市场传递着信息，反映出上市 

公司管理层信息披露的不对称性（喻灵,2017）。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将面临严重的破产风 

险,按时偿本付息的概率变低,即使有资金偿本付息,也可能通过股利发放、资产替代等形式侵占公 

司资产，满足股东需求，留给债权人空壳公司#股价崩盘也会使投资者对未来收益期望的不确定性 

升高,进而要求更高的投资报酬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剧财务风险#

债券契约条款是指在债券发行后,限制企业进行某些特定行为的规定，主要包括限制股利支付、 

限制融资、限制生产、投资政策和其他相关条款等（Smith and Wamar,1979）。Armstrong et ai.（2010）又 

将其称为债券限制性条款,有别于债券基本信息如面值、期限、担保、信用评级和发行定价等，债券 

限制性条款往往会直接限制债务人进行某些行为的权利或在某种条件下给予债权人类似的权利。 

债券契约条款作为反映债券及其发行主体信息的重要内容，通常符合债权人的利益,具有平衡发行 

人与债权人权利与义务的作用。代理冲突是影响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重要因素，当股东与管理层 

之间的 突严重 , 权人 的 , 完 的契 保护 的

益。契约条款对债券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越大,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越小，即通过债券契约 

设计可以提高对债券投资者的保护（Timle,2006;史永东等,2018）#此外，为了吸引投资者,企业在 

发行债券时会主动完善债券契约条款的设计,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以降低 

债券融资成本（Demiroglu and James,2010）。综上，当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破产的可能性将 

显著提高，公司管理层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可能会做出不利于债权人的决策，从而导致债权人的 

利益受损。债权人无法像股东那样行使投票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设置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 

自身利益，如设置违约条款、限制向股东分红、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技术违约补偿以及建立偿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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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当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企业有意愿设计更完善的契约条款吸引债券投 

资者，增加公司价值,降低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为管理层隐瞒坏消息而导致的潜在成本 

上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越完善。

股价崩盘风险主要表现为信息风险，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意味着信息披露的质量越低,公司与 

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无法被准确判断,导致融资机构采取紧 

缩措施，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中介（Millao,2006），具有公司治理效 

应，能够使公司的经营管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降低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陈华等,2015 ；何志刚等，2018）。具体而言,媒体的监督机制能够减少企业的不当行为，保护投资 

者权益（翟胜宝等,2015），促进企业价值的不断增长#当信息质量较低时，投资者需要额外的风险 

溢价分散信息风险，因而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债券融资成本越高（吴育辉等,2018）#媒体报道能发 

挥积极的信息中介作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低（罗进辉和杜兴 

强,2014）。因而，在媒体监督较强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形成的原因以及对未来经营风险的预期能够得到有效披露，债权人因此能合理评估债券违约风险， 

若股价崩盘风险为暂时性股价波动而非代理冲突引起时，债权人无须设置严格的契约条款约束管理 

层行为;当媒体监督较弱时，债权人无法判断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是否源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因 

而会在债券发行时设置更为完善的债券契约条款，如限制高管薪酬、出售资产、股权质押以及关联交 

易等,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债券违约风险，保护自身权益#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当媒体监督较弱时，股价崩盘风险对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更显著。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仍为国有银行主导，国有银行可能会对国企贷款的审核与监管相对宽松,相 

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高（谢德仁和陈运森,2009），因而债权人对非国有企 

业违约风险的敏感度更高。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公司的产权性质会影响债券的融资成本，而 

风险越大的公司其融资成本越高,更可能设置较为完善的契约条款。随着债券市场违约的常态化， 

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在债券发行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债券契约条款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债权人的利 

益，确保债券投资者到期能收回本息，因此即使国有企业面临较高的股价崩盘风险,债券投资者也 

认为国家会为其兜底或者能够迅速筹集资金偿本付息,进而减弱设置完善契约条款的意愿#相反, 

在民营企业中，公司更有可能因股价崩盘陷入财务困境，债券投资者也会因此设计更为严格的契约 

条款保护自身权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在民营企业中，股价崩盘风险对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6年沪深A 舷行公司债券数据为样本，借鉴已有研究（李小荣和刘行,2012； 

王化成等,2015）对数据进行筛选：（1）由于ST、* ST企业的特殊性，本文剔除该类公司;（2）剔除金融 

行业的上市公司;（3）为保证股价崩盘风险指标计算的可靠性,我们剔除每年交易周数小于30的样 

本;（4）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得到830个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 

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极值调整（Winsoeze），文章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量

1 •股价崩盘风险

借鉴已有研究（IKc and Zhang,2014；王化成等,2015；曹丰等,2015），本文采用负收益率偏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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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和股票收益率上下波动的比例两个指标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具体算法如下：

首先，剔除市场因素对单个股票收益率的影响：

Ric = " + #1 Rm,e2 + #2Rme + #3Rm,t + #4Rm,e + #5Rm,e2 & ⑴

模型(1)中,Rg为公司i的股票在第t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收益率,Rm”为市场在第t周的 

加权平均收益率,我们将Wgt =ln(1 +)定义为公司的周特有收益率。

本文使用的第一个衡量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是股票l经过市场调整后周收益率的负偏态系数 

(Negative Conditional Return Skewness,NCSKEW),计算方法如公式(2)所示：

NCSKEW,, e =-* o( o-1) 3 /2 $ W3,」/[(o-1 )(o-2)( $ W2,J3 /2 ] (2)

其中,n为股票i每年的交易周数。NCSKEW越大,说明偏态系数的负向偏度越大,股价崩盘风险 

越高。

本文使用的第二个衡量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是股价上升和下降阶段波动性的比例(DownC。- 

Up velatility,DUVOL),算法如公式(3)：

DUVOL, e % dg5[(ou _1) $ W2,z]/*( ni-1) $ w2,z]6 (3)
DOWN UP

其中,n” ( nd )为股票i的周回报率高于(低于)当年回报率均值的周数。DUVOL越大,说明收益率 

更倾向于左偏,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2.债券契约条款

契约条款是债券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参考史永东等(2017)方法,从《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书》 

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手工搜集债券契约条款信息,主要包括“利率可调整”、“可提前偿 

还”、“可赎回”、“可回售”、“限制向股东分红”、“限制关联交易”、“限制高管薪酬”、“暂缓重大对 

外投资”、“限制收购或兼并”、“限制出售资产”、“限制质押资产”、“技术违约补偿”、“主要责任人 

不得调离”以及“建立偿债基金”等14项。

其余变量见表1:

表1变量定义

项目 变量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Covenants 债券契约条款数目

解释变量
Ncskee 第r年的公司股票负收益偏态系数

Duvol 第r年的公司股票收益率上下波动的比率

Issske 债券规模取对数

Maturity 债券期限

SCma 股票1在第t年的收益波动，为公司1在第t年周持有收益的标准差

MB r年末股票市值除以其账面价值

Overtum 月均超额换手率，为第r年股票1的月平均换手率-第t-1年股票1的月平均换手率

控制变量 Size 账面总资产取对数

Leo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Roo 总资产收益率，股票1在第r年的净利润/总资产

Naeure 国有企业为1,民营企业为0

Indu 行业。制造业细分至证监会行业编码字母后一位数字，其他行业不再细分

Year 虚拟变量年份，样本区间为2007-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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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计

借鉴Chen et ai.(2016)的方法，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检验假设1:

CovenantsC = "0 + "NcskewC^ ( Du-volC^ ) + "2 $ controls + Indu + Year + ( (4 )

根据假设H1的预期,V1应该显著为正#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债券契约条款均值& 886,标准差2.312,说明公司 

债券均设有契约条款保护投资者权益，但不同公司债券间契约条款存在较大差异。两个股价崩盘 

风险指标NCSKEW和DUVOL的均值为-0. 242和-0. 309,标准差分别为0. 672和1. 010，说明这 

两个指标在样本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2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25%分位 75% 分位 差

Covenants 830 8.886 2.312 9.000 7.000 11.000 13.000

Ncskew 830 -0. 242 0.672 -0.235 -0.714 0.249 2.969

Duvoi 830 -0. 309 1.010 -0.340 -0.967 0.402 4.610

Size 830 23.600 1.559 23.380 22.430 24.590 7.370

Roo 830 0.043 0.031 0.034 0.021 0.056 0.161

Lee 830 0.553 0.172 0.563 0.435 0.680 0.717

Overturo 830 -0.120 0.381 -0.078 -0.285 0.056 2.216

Sigma 830 0.060 0.024 0.055 0.043 0.071 0.106

Bm 830 0.403 0.219 0.356 0.242 0.526 0.977

Issske 830 2.441 0.774 2.398 1.792 2.944 3.871

Maturity 830 5.353 1.664 5.000 5.000 5.000 7.000

Nasurr 830 0.529 0.499 1.000 0.000 1.000 1.000

( ) 回 分析

1 •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

表3报告的是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多元回归结果#回归(1)中本文使用Ncskew 
作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控制公司特征和债券特征，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系数为 

0. 507且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越大，因而债券 

投资者设置更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与本文预期相符#在回归(3)中，本文将股价崩盘风 

险指标替换为Duvoi,得到的结论基本不变，支持假设H1#

2.媒体监督、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

表4报告的是媒体监督、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结果。本文按照媒体对企业监 

督的强弱分组，重新估计模型。在媒体监督较弱组中，使用Ncskew作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控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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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3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结果

(1) (2)

Ncskee

Duvol

Covenants

0.507!!!
(4. 05)

Coeenane

0. 276 *** 
(3. 08)

Size
-0. 423 ! -0.414 ***
( -4.00) ( -3.89)

Roa
6. 106 ! 5.821 *
(1.95) (1.85)

Lee
2.815*** 2. 737 ***
(4.28) (4.14)

O@ereurn
-0.222 -0.231

( -0.89) (-0.91)

SCma
14. 200 ** 13. 780 **
( 2.26) (2. 19)

Bm
-0.047 -0.163

( -0.10) ( -0.35)

Issske
-0.122 -0.130

( -0.78) ( -0.83)

Mahfg
0. 131 *** 0. 134 ***
( 2.70) (2. 76)

Naeure
-0. 735 *** -0. 727***

( -4.33) ( -4.26)

cons
13.410*** 13. 180 ***
( 5.05) (4.93)

Year yes yeK

Indu yes yeK

N 830 830

Adj R 0.209 0.202

司特征和债券特征，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系数为0.676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当媒体监督较弱时,债券投资者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为敏感,会设置更加完善的契约条款 

保护自身利益，当我们将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替换为Duvoi，得到的结论基本不变,支持假设H2 #在 

媒体监督较强时，债券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风险形成的原因,合理预估股价崩盘风险,进而股 

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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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媒体监督、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

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1)
媒体监督较弱

Covenants

(2)

Covenants

(3)
媒体监督较强

Covenants

(4)

Coewnans

0.676 !!! 0.268
Ncskew ( 4.46) (1.22)

0. 439 *** 0.101
Duvoi (3. 88) ( 0.67)

-0.225 -0.207 -0.391 !!! -0. 386 **
Stew ( -1.34) (-123) (-2. 60) ( -2.56)

4.169 3.969 5.824 5.278
a (0.98) (0.93) (1.22) (1.11)

2.461 !!! 2.404 !!! 1.544 1.450
Lwe ( 2.79) ( 2.70) (1.38) (1.30)

0.050 0.060 -0.292 -0.316
Oewrsurn (0.17) ( 0.20) ( -0.61 ) ( -0.66)

7.399 7.170 27. 010 *** 26. 660 **
Sigma ( 0.92) ( 0.89) (2.63) (2. 59)

-0.468 -0.615 -0.152 -0.228
Bm ( -0.68) ( -0.89) ( -0.23) ( -0.34)

0.059 0.056 -0.299 -0.301
Issske ( 0.26) (0.25) ( -1.32) (-1.33)

0.158!! 0.161!! 0.121! 0. 123 *
Maturity (2.03) ( 2.06) (1.92) (1.95)

Nasurw
-0. 932 *** -0. 920 *** -0. 480 * -0.471 !
( -4.10) ( -4.03) ( -1.77) (-173)
10. 080 *** 9.810!! 14.090 !!! 14. 070 **

cons ( 2.60) (2.52) ( 4.06) ( 4.04)
Year yes yes ye s ye s

Indu yes ye s ye s ye s

N 432 432 398 398

Adj R 0.184 0.175 0.191 0.188

3.产权性质、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

表5报告的是产权性质、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结果。本文按照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分组，重新估计模型。在民营企业分组中我们使用Ncskew作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控制公 

司特征和债券特征，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的回归系数为0. 695且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债券投资者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为敏感，倾向于设置更加完善的契约条款 

保护自身利益，将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替换为Duvoi,得到的结论基本不变，支持假设H3。而在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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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债券投资者认为地方政府能够为公司债券隐性兜底，进而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 

计完善程度的影响减弱#

表5产权性质、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

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1)

Coeenanes

(2)

民营企业

Coeenanes

(3)

Coeenanes

(4)

国有企业

Coeenanes

0.695 !!! 0.308
NoeeG

(4.33) (1.52)

0.371 !!! 0.226
Dueol

(3.20) (1.57)

-0.204 -0.184 -0.558 !!! -0. 559 **
Size

(-1.06) ( -0.94) ( -4.22) ( -4.23)

5.393 4.871 5.945 5.951
a

(1.19) (1.06) (1.36) (1.36)

1.770 * 1.673 * 3. 149 *** 3. 105 ***
L:e

(1.83) (1.71) (3. 26) ( 3.22)

-0.264 -0.249 -0.788 ! -0.797 !!
Oe:reurn

( -0.84) ( -0.78) ( -1.95) (-1-97)

5.305 5.212 20. 550 ** 20.260 !!
SCma

( 0.62) ( 0.60) (2.15) (2.12)

-0.824 -0.992 0.271 0.226
Bm

( -1.10) ( -1.31) (0.43) ( 0.36)

-0.083 -0.117 -0.026 -0.023
Issske

( -0.36) ( -0.50) ( -0.12) ( -0.11)

0. 232 ** 0. 230 ** 0. 116 ** 0.118!!
Mahfg

(2.38) ( 2.34) (2.10) (2.15)

13.170!!! 12.790** 13.810!!! 13. 600 ***
cons

(2. 96) (2.83) (4.21) (4.13)

Year yes yeK yeK yeK

Indu yeK yeK yeK yeK

N 391 391 439 439

AdjjR 0.205 0.186 0.196 0.196

五、拓展性研究

如前文研究所述,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股票市场风险，通过设立完善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权 

益。然而纵观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债券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债券市场长期存在的刚性兑付信仰 

导致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这说明了市场化进程是影响债券契约条款设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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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债券市场存在严重的刚性兑付信仰，债券契约条款流于形式,无 

法充分反映债券信用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因而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无显著联 

系;另一方面,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薄弱，债权人会设置严格的契约条款保护 

自身利益，相反市场化水平较高时，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完善，债权人能够理性对待股票市场风险, 
进而减弱债券契约条款对企业成长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本文拟考察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完 

善,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关系是否发生改变,若发生改变，又是如何变化的#

参考王小鲁等(2016)市场化进程指数，本文将样本分为市场化进程高和市场化进程低两组 , 
重新估计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股价崩盘风险(Ncskew)与债券契约条款

表6市场化进程、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⑴ (2) (3) (4)
市场化水平较低 市场化水平较

Covenants Coewnans Coewnans Coewnans

0.514 *** 0.315!
NsAewG (3.05) (1.69)

0. 344 *** 0.108
Dueos

(2.81) ( 0.82)
-0.281 ! -0. 280 * -0.217 -0.208

Stew ( -1.66) ( -1.65) (-149) (-143)
-0.190 -0.010 7.154 6.571

a ( -0.04) ( -0.02) (1.51) (1.39)

Lwe
1.903! 1.894! 2. 432 *** 2. 354 ***
(1.83) (1.82) (2.68) (2. 59)
-0.057 -0.054 -0.350 -0.358

Oewrsurn ( -0.16) ( -0.15) ( -0.98) (-1.00)
14.370 14.780! 16.850! 15.920!

Sigma (1.64) (1.69) (1.81) (1.71)
0.388 0.359 -1. 321 * -1.439 **

Bm ( 0.59) ( 0.54) ( -1.84) ( -2.01)
-0.180 -0.181 -0.170 -0.182

IAgew ( -0.79) ( -0.79) ( -0.79) ( -0.85)
0.216 *** 0.224 !!! 0.060 0.060

Maturits (3.15) (3. 26) (0.88) ( 0.86)
-0. 830 *** -0. 848 *** -0.773 !!! -0.764 !!!

Nasurw ( -3.44) ( -3.49) (-3.11) ( -3.07)
10.010 !!! 9.760!! 10.210 !!! 10. 270 **

cons (2.63) (2.55) (3.31) (3.31)
Ywar ye s ye s ye s ye s

Indu ye s ye s ye s ye s

N 415 415 415 415

Adj R 0.189 0.186 0.302 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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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正相关且在1 %水平上显著,当我们将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替换为Duvot后，结论保持不变#当 

市场化水平较高时,股价崩盘风险（Ncskew）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正相关关系在10%水平上为 

正，进一步展开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列（3）中股价崩盘风险指标（Ncskew）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列 

⑴中股价崩盘风险指标（Ncskew） #这表明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债券投资者面临股价崩盘风险时 

更倾向于设置严格的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完善,债 

权人能够理性对待股票市场风险，从而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减弱#

六、稳健性检验

（一）工具变量检验

借鉴已有研究（王化成等,2015）,我们采用相同年度同行业和相同年度同地区其他公司的股 

价崩盘风险均值作为Ncskew和DuvO的工具变量。这两个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从相关 

性来看，同行业或同地区的公司面临相似的行业风险，因而他们的股价崩盘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而目前尚无研究表明同行业或同地区其他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会对本公司债券契约条款设计 

产生影响，故满足外生性要求。由表7可知，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股价 

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依旧显著正相关，表明前文结论稳健#

表7 内生性检验一—工具变量

⑴ (2) (3) (4)
Coe:nanes Coe:nanes Coe:nanes Coe:nanes

0.643 !!!
NoseeG (3.53)

0. 330 ***
Dueol

Indu - Jear
0.748 !!! 0. 737 ***

( 2.6/)

(15. 29) ( 15.4/)

Proecnoe- Jear
0. 619 *** 0.608 !!!
( 10.87) (11.12)
-0.006 -0.422 !!! -0.041 -0.411 !!!

Size ( -0.24) ( -4.08) (-113) (-3. 95)
-2. 380 *** 7.045 !! -3. 555 *** 6.598 !!

Roa ( -3.30) (2.28) ( -3.38) (2.12)
-0.122 2. 809 *** 0.060 2. 716 ***

L:e ( -0.80) (4.38) ( 0.2/ ) ( 4.21 )
-0.038 -0.184 -0.061 -0.199

Oe:reurn ( -0.66) ( -0.75) ( -0.2) ( -0.80)

SCma
-6. 239 *** 18.600 ** -10.881 !!! 17. 880 ***
( -4.68) (3.20) ( -5.61 ) ( 3.01 )
-0.353 !!! 0.182 -0.418 !!! 0.022

Bm ( -3.29) ( 0.39) ( -2.69) ( 0.05)
-0.015 -0.134 -0.006 -0.144

hssize ( -0.44) ( -0.88) ( -0.11) (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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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续表

⑴ (2) (3) (4)
Coewnanss Coewnanss Coewnanss Coewnanss

Maturits
0.006 0.124 !!! 0.010 0.128 !!!
(0. 57) ( 2.62) ( 0.64) (2.71)

Nasurw
0.058 -0.749 !!! 0.074 -0.736!!!
(1.50) (-4.51) (1.30) ( -4.42)

cons
0.963 13.340 !!! 2.013!! 13. 100 **
(1.56) (5. 14) ( 2.24) (5.01)

Ywar ye s ye s ye s ye s

Indu ye s ye s ye s ye s

N 830 830 830 830

Adj R 0.490 0.206 0.565 0.200

（二）指标敏感性检验
本文采用股价崩盘风险滞后两期的均值作为解释变量,重新估计模型。其中Mennckew为 

Nc s k叭_1和Nc s k叭_2的均值，Menduvi为Du_0_1和Du_0_2的均值，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Mennc s kew和Menduvi均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结论依旧保持不变#

表8内生性检验——滞后期数

(1)
Re strictions

(2)
Re strictions

Meanncskew
0.508 !!!
(3.15)

Mwandueos
0.310!!!
(2.73)

Size
-0. 420 ** -0.413 !!!
(-3. 95) (-3. 87)

Roa
5.624! 5.545 !
(1.79) (1.76)

L:e
2.917 !!! 2.867!!!
( 4.41 ) (4.33)

Oe:rsurn
-0.300 -0.299

(-1-19) ( -1.18)

Sigma
16. 390 ** 16. 090 **
( 2.57) (2.51)

Bm
-0.266 -0.336

( -0.56) ( -0.71)

Issske
-0.143 -0.147

( -0.91) (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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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续表

⑴ (2)

Restrictions Restrictions

Mahrith
0.131 0.134
(2. 69) (2. 76)

Naeure
-0.726 -0.727
( -4.26) ( -4.26)

cons
13.540 13. 380 * * *

(5.08) ( 5.01 )

Year yes yeK

Indu yeK yeK

N 830 830

Adj R2 0.202 0.200

七、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公司债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股价崩盘风险对未来债券契约条 

款设计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与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 

价崩盘风险越高,未来债券契约条款设计越完善,且该种影响在媒体监督较弱时和在民营企业中更 

为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股价崩盘风险与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关系产生显 

著影响，具体而言,市场化水平越低，股价崩盘风险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完善程度的影响越显著,在 

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各市场参与方应当提高自身法制意识,完善债券契 

约条款的功能，充分发挥债券契约条款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同时实现降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效 

果。其次，有关部门可优化制度建设以促进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通过设计完善的债券契约条款, 

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护投资者利益，进而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最后，为提高我 

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减少融资约束，应当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同时促进有关部门加强监 

督,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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