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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 

银行股权关联视角，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综合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和内部资本 

市场等理论，呆用多元化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分析方法，利用沪深两市银行股权关联数 

据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银行股权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 了它们对企 

业价值的共同作用。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股权关联促进了公司多元化水平的提高；银行股 

权关联对非国有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企业多元化和银行股权关联对企业的 

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两者的联合作用降低了企业的价值。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银企关 

系和多元化方面的文献，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为我国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制度 

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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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是公司财务学关注的重点．也是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研究命题。尤其是对于转型经济的国家，如何理顺银企关系，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转变银行的 

职能成为金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背景对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及其溢价折 

价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是一种关 

系型社会，由于缺失基础性市场制度，比如信用资源的非市场配给，企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非市场 

机制来获取各种重要的资源。银行是我国企业资金的重要提供者。掌握着企业的资源，企业获取财 

务资源的能力往往取决于其与银行关系的强弱。企业多元化战略，是指企业在原主导产业范围以 

外的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通过银企关系等非市场机制的建立，将会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是 

企业多元化实施的相关资源条件。这样获取的资源或支持将会最终影响企业的多元化战略的选择 

和企业价值。同时。银企紧密关系的建立，将会导致关系融资，银行的贷款监督功能将会进一步减 

弱，公司的代理冲突上升，进一步将会影响企业的多元化价值效应。 

然而，现有关于企业多元化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多元化动因。主要从企业资源 

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发展起来的能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代理理论等进行解读。企业不同的资 

本过剩会导致企业有不同的多元化选择行为。(2)企业多元化的折价和溢价效应研究。这些研究更 

多关注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和后果，而忽视了落实这些动机所需要的多元化资源条件，即公司所拥 

有的财务资源。银行是企业资金的重要提供者，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对其拥有的财务资源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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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必须从资源基础论和代理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的银企关系非市场机制来获取财务 

资源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从银企关系的视角考察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将会加深我们对企业多元化 

行为的理解。从企业多元化等视角的微观层面来考虑银企关系是 目前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 

本文选择从企业与银行股权关联的制度背景视角来分析其对企业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价值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述评 

一

部分文献考察了企业多元化动因。Edwards(1955)提出了市场势力理论，他认为多元化企业 

会运用一些不同的战略战术来保护它的市场势力。企业多元化选择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市场势 

力，从而，通过多元化带来反竞争效应。Penrose(1959)提出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多元化 

是因为其拥有剩余的资源，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剩余资源在不同产业间进行配置，实现其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Jensen(1986)使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企业多元化的动因，他们认为企业多元化是 

为了规避管理层风险和获得私人利益。对于多元化动因。国内文献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姜付秀 

(2006)从主观动机(经济、组织以及个人理性动机)和客观条件(公司规模、股权结构、公司上市的 

时间长短等)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影响因素。陈志军和薛光红(2OLO)使用代理理 

论分析了集团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的关系。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综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 

理论实证检验了企业家人口背景因素与多元化战略关系。巫景飞等(2008)、张敏和黄继承(2009) 

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分析了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企业的多元化。于克信和谢佩洪(2011)、周杰和薛 

有志(2Ol1)分析了公司多元化的制度根源。 
一 些文献考察了企业多元化的经济后果 ，即多元化折价效应和溢价效应。Berger and Ofek 

(1995)发现多元化公司存在 13％～15％的多元化折价现象 ，过度投资和交叉补贴能够解释价 

值损失。Hoechle et a1．(2012)、A1一Maskati et a1．(2014)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多元化折价 

现象。然而，有些文献却发现存在多元化溢价现象。Singhal and Zhu(2013)认为企业多元化能够降 

低破产风险而有利于企业和管理层。Aggarwal and Samwick(2003)在控制所有权集中、所有权结 

构、成长机会和内生性问题之后 ，发现多元化公司比非多元化公司具有显著高的托宾 Q值 ，且国 

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托宾 Q值低。多元化价值效应依赖于产权属性。Hann et a1．(2013)发现平均 

来说，多元化公司由于共同保险作用具有较低的资本成本。 

然而．有些文献把多元化折价归因于测量误差。Campa and Kedia(2002)指出多元化折价可能 

是因为多元化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一个公司会选择多元化以应对公司外部环境 

的改变。Villalonga(2004)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 Heckman二阶段模型后，发现多元化折价现象 

消失。 

国内关于多元化折价和溢价效应也存在不同的研究结论。金天和余鹏翼(2005)等从上市公司 

的股权结构的视角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损害公司价值。赵凤等(2012)发现企业多元化与企业价值 

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陈信元和黄俊(2007)从政府干预的视角分析政企关系对公司多元化价值的 

影响。发现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其多元化折价现象越明显。但是，苏冬蔚(2005)发现我国上市 

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效应。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使用高阶理论探讨了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多 

元化战略选择以及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巫景飞等(2008)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检验了高管的政 

治网络促进了公司业务和地域多元化。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鲜有论文从企业与银行关系的视角来研究企业的多元化问题，忽视了 

落实这些多元化动机的财务资源的条件。银行股权关联是一种重要的关系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 

稀缺的财务资源．银企关系也是是公司财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作为转型期的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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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的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和投资 

效率。然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较严重的信贷歧视，不同属性的企业，其存在 

不同的融资约束，银企关系对不同属性的企业影响效果差别较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按照科斯定理，企业和市场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化经济 

活动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一方面可以借助其信息优势，降低信息成本，能 

够提高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银行与企业建立一种特殊的资金借贷关系，以实现双方稳 

定低廉的交易，企业的资金存人关联银行，关联银行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之间的交易降 

低了讨价费用、签约费用、搜寻成本等(支燕和吴河北，2011)。 

企业资源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其生产能力和财务资源等是企业多元化的 

基本条件。企业家通过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网络关系等)获得的资源，最后必然会影响到公司的多 

元化发展战略决策。资源论的核心是资源。银行在配置资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银行有良好 

关系的企业，就能够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通过银企合作获得更多的多元化资源。与银行股权关联 

的公司，其能够获取较多的财务资源。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财务资 

源是一种重要的有形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往往是这些稀缺资源决定了企业有无核心 

竞争力。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基于其拥有的资源：其拥有的资源越丰富．企业更容易实施多元化战 

略，其选择的范围就会越大。刘冰等(2011)发现企业冗余资源越多，其多元化程度越高。因此，企业 

多元化与企业拥有的资源密切相关。 

内部市场理论认为内外两个资本市场都是资本配置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当企业在外部资本 

市场融资成本较高时，内部资本市场可能替代外部资本市场。银行股权关联可以影响外部资本市 

场，同时也能形成内部资本市场，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延伸了企业能力的边界。银行关联公司提 

升了自身的资源能力。Lin et a1．(2009)发现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持股能够显著增加公 

司的负债融资。Cotugno et a1．(2013)发现银企关系提高了公司的信贷能力。邓建平和曾勇(2011) 

实证检验了我国民营企业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的关系，银行关联促进了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 

贷款，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何韧等(2012)研究发现保持较多银企关系数量的中小企业能 

够显著增加其信贷可获得性。银行股权关联能够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提高公司的债务融资。根据 

自由现金流假设，当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时，管理者很可能从事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多数银行都是由当地政府控制或主导的，或与当地政府有各种紧密的 

联系。这些银行关系将会方便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表现：企业想进人某个行业．需要 

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就会间接增加企业进人该行业的困难，从而被迫 

退出该行业。因此，一旦企业与银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银行将会是公司多元化资金的提供者。中 

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关系的文化传统，自古就有人情关系一说，正如俗话所说：有关系好办事，没 

关系难办事。银行在剩余资本持有者和资本的需求者之间扮演结构性纽带，起着关键作用。而在新 

兴市场国家，由于不完备的制度，经济实体的快速发展，资金短缺总是存在。因而，与银行建立关 

系，特别是产业资本向银行资本渗透，控制和影响银行资本的流向，对企业控制财务资源具有重要 

意义。与银行关联的公司将会利用各种投资机会，实施 自己的多元化战略。为此，我们得到本文的 

第一个假设 ： 

H1：银行股权关联公司多元化程度高于非银行股权关联公司。 

在中国，由于企业所有权属性不同，非国有企业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都存在较严重的信贷 

】02 



金 融 评 论 2016年第2期 

歧视(Wu and Yue，2009；Lu et a1．，2012)；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我国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 

支持。Allen et a1．(2005)研究表明，在中国，非国有企业通过 自身的声誉和与银行经济、非经济的关 

系来获得资金的支持。在中国，银行优待国有企业，歧视非国有企业，理由如下：首先，由于中国的 

主要银行都是由政府控制，因此，政府为了自身需要要求银行给国有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 ；其次 。 

银行把贷款给国有企业会安全得多，因为即使他们有财务问题 ，政府也会为国有企业买单：再次． 

政府官员有动力来协助国有企业获得资金，因为成功的国有企业能创造更多的政府资源，提高政 

府官员的政治资本 ，增加其晋升机会；最后，银行经理有强烈的动机来维持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 

系，因此更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Lu et a1．，2012)。 

非国有企业面临较严重的银行信贷歧视，同时也存在相应的股权融资歧视。一旦公司持有银 

行股权，银行将会成为公司的内部人，企业将会影响银行的经理层给企业发放贷款和进行相应的 

关联方交易(Charumilind et a1．，2006)。李广子与刘力(2009)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视角分析了民营企 

业的信贷歧视问题，从横截面和时间趋势来看，我国存在较严重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问题。Wu 

and Yue(2009)使用中国的数据发现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更大，数额更少，银行对民营 

企业信用标准更高。陆正飞等(2009)研究发现，一旦银根紧缩，民营企业将会遭受更严重的信贷歧 

视。因此。我国信贷政策存在明显的歧视。当面对“歧视”和制度约束，通过正常的条件无法获取财 

务资源时，非国有企业通过一些替代性的制度或机制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 

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产权关系，很容易得到“政府之手”的帮助和支持。获得较多 

的财务资源。而民营企业由于制度缺失、法律不健全和严重的信息不透明等原因，很难和国有企业 

平等竞争。因此，非国有企业与银行建立起经济纽带，将会给企业从银行带来关联贷款，从而提高 

了关联企业的负债能力。郭牧炫和廖慧(2013)认为民营企业参股银行行为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 

约束。由于市场方面的制度缺失，比如信贷歧视 ，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给等，导致非国有企业依赖于 
一 些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来获取更多的财务资源，支持其多元化发展，其中银行关联就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替代机制。因此，我们认为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其银行股权关联的多元化效应存在差异。 

从而．得出我们的第二个假设。 

H2：非国有企业多元化程度的银行关联效应高于国有企业。 

国外文献表明，公司治理是影响多元化与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Hoechle et a1． 

(2012)发现，较差的公司治理能够解释多元化折价现象。Kim et a1．(2009)实证检验了CEO两职合 
一 与公司多元化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银行股权关联公司建立起相应的银企关系，企业资本向银 

行资本渗透 。建立相应的内部资本市场 ，形成了关系融资，减弱了银行贷款的监督功能。杨棉之 

(2007)指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同时，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 

给公司的资金运用提供了运作平台，为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利益冲突提供了机会 ，管理层通过多 

元化构建“商业帝国”，极大化自身的利益，如追求自身的声誉、更高的薪酬、职业的稳定性等。银行 

关联的公司有充足的资金实现这些 目的。银行股权关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让公司较容 

易获得信贷融资，获得稀缺的财务资源，从而满足了多元化的市场条件、企业资源和管理者的激励 

和动机(公司治理的降低、减少企业风睑等)，Jensen(1986)指出自由现金流可能被公司用于增加 

其多元化程度。由于自由现金流有更多的弹性，它们很可能创造更少的价值。柳建华(2009)指出多 

元化未必能够克服外部市场的低效率，反之，可能导致代理成本的上升，企业价值的下降。 

总之．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市场理论和资源观，银行股权关联提供了公司多元化条件的 

财务资源。降低了银行负债的监督效应。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3：银行股权关联降低了企业的价值。 

H4：公司多元化降低了企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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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银行关联公司多元化折价高于非银行关联公司。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财务数据主要来 自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SMAR数据库，持有银行股 

权数据和多元化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由于 2006年开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才公布银行持股相 

关信息，因此，样本期间为 2006~2012年，并以此为原始样本，然后按照如下程序筛选 ：(1)剔除了 

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 sT、PT类公司。根据多元化战略数据和银行持股数据的缺失情况进行样 

本剔除后，最终得到分析的样本数据。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的水 

平上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度量 

关于公司多元化的测量，一般有三种测量方法，即Rumeh(1974，1982)的主观分类法、基于行 

业分类的产品计算法和熵指数法(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巫景飞等，2008)。借鉴他们的分类方法， 

本文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分类标准对行业和产品进行分类，并剔除金融分类行业 

收入 ，利用分类计算调整的赫芬德尔指数(HHI)和熵指数(EI)来反映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其计算 

公式如下： 
N N 

HHl= 一 P ；EI： Piln(1／P,、) 
=1 i=1 

其中，HHI为修正赫芬德尔指数， 为熵指数， 为公司在第 i行业中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 

人的比值，Ⅳ为公司的行业业务数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衡量多元化水平的删 和 肼 指数 

越大。 

(三)银行股权关联 

解释变量为银行股权关联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持有银行股权关联变量：(1)DBank： 

是否持有银行股权哑变量 ；(2)NBank：公司持有银行股权的银行家数(数量)，反映持股银行的规 

模和广度效应；(3)BankShare：持有银行股权的比例，如果持有多家银行，取其最大值 ，反映持股银 

行的深度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前面的多元化研究假设。我们构造以下回归方程： 

HHI(EI)=t~+／3lxBank+~32~Size+ 3xLev+fl4xAge+／35xROA+flpcState+industry，year+8 (1) 

其中，HHI为调整的赫芬德尔指数， 为熵指数，Bank为银行股权关联类变量，包括是否持有银行 

股权哑变量 DBank、持有银行股权公司的数量 NBank、持有银行股权的比例BankShare。系数 反 

应银行关联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大于零，表示银行关联促进了公司的多元化，反之，抑制了 

公司的多元化进程。 

根据相关文献(陈传明与孙俊华，2008；张敏和黄继承，2009)，模型中还控制了其它一些影响 

因素。主要包括：企业所有权类型State，当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股东时，其取 1，非国有取 0；公司规 

模 Size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财务杠杆 Lev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公司的上市年 

龄Age，即公司上市的年限；企业的绩效 ROA以公司资产回报率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虚拟变量 

来控制行业和年度因素影响。同时为了考虑不同产权属性企业，其银行关联对多元化影响效应不 
一 样。我们使用分组和邹氏检验来检验这种差别是否显著。 

使用以下方程进一步检验银行股权关联和多元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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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l~HHI(E1)+fl2~Bank+fl3xSize+fl4xLev+fl5xAge+fl~xGrowth+ 

flTxROA+flsxState+industry，yeal'+8i．1 (2) 

其中，TQ为托宾 Q值，反映企业价值的变量，其它变量同前。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本文的回 

归分析都是使用了White(1980)的异方差校正技术进行调整后的结果。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为了得到我们感兴趣的银行股权关联对企业多 

元化的影响，我们首先对全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把样本分为持股银行关联和非持股 

银行关联进行分析。从全样本来看，反映多元化程度指标的HHI和 EI均值分别为0．237和0．421， 

其中位数分别为 0．157和 0．313。从分组来看，持股银行关联组，其多元化 HHI和 EI指标均值(中 

位数)分别为 0．293(0．285)和 0．531(0．521)，非持股银行关联组相应指标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 

0．218(o．115)和 0．384(0．239)。从中可以看出持股银行关联组的多元化指标 HHI和EI的均值和中 

位数都大于非持股银行关联组，且不管是均值差的 t检验，还是中位数的Wilcoxon秩和检验，表明 

两组之间的多元化水平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又说明银行股权关联组的多元化 

水平高于非银行股权关联组。企业多元化水平会随着银行关联发生显著变化．银行股权关联是影 

响企业多元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初步支持研究假设 1。其它指标公司规模 Size、公司上市年龄 

Age、公司价值托宾 Q值和财务杠杆负债率 Lev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描述性统计还发现， 

银行股权关联组反映企业价值的托宾 Q值显著小于非银行股权关联组，初步支持研究假设 3。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注：T统计量 p<0．1，+ p<0．05， p<O．01，以下同。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 Spearman和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其中右上三角部分是 Spearman 

相关系数结果，左下三角是 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多元化指标 HHI和EI之间的 

相关系数，无论是 Spearman相关 还是 Pearson相关，其相关系数均在0．985以上，表明两个指标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较为一致地反映出企业多元化水平。无论是 Spearman相关还是 Pearson相关， 

其它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5以下，表明指标之间的共线性较低。银行关联指标 DBank与多元 

化程度指标 HHI(EI)，其无论是Spearman相关还是 Pearson相关，都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银行股权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多元化水平。同时，反映企业价值的托宾 Q值与企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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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水平和银行股权关联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银行关联与企业多元化水平降低了企业 

的价值。这初步支持银行股权关联和多元化水平降低了企业的价值的结论，即假设 3和4。 

表 2 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二)单变量检验 

为了检验企业多元化、银行股权关联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反映企业多元化程度 

指标 HHI，从小到大分成三组，较小一组称为专业化公司，数值最大一组为多元化公司，同时与银 

行股权是否关联进行组合，分组进行了检验。表 3给出了相应组的检验结果。从银行股权关联组来 

看 ，其专业化公司的托宾 Q值为 1．851，相应的多元化公司的托宾 Q值为 1．603，且两组之间差异 

在 T检验、秩 Z检验都是显著。表明银行股权关联组多元化公司的企业价值显著低于专业化公司。 

从非股权关联组来看，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多元化降低了企业的价值。支持假设 4相应的结论。 

从专业化这一列来看，银行股权关联组的托宾Q值为 1．851，非银行股权关联组的相应值为 2．231， 

检验结果初步表明银行股权关联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价值。从多元化这一列来看，银行股权关联 

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价值，初步支持假设 3。总的来说，表 3中的托宾 Q值最低的为股权关联且公司 

多元化组，其值为 1．603，最高的是非银行股权关联且专业化组，其值为2．231。这表明银行股权关 

联的多元化能够显著地降低企业的价值。初步支持假设 5。 

表 3 企业价值托宾 Q值的单变量检验 

(三)银行股权关联与企业多元化水平的回归检验 

为了研究银行股权关联的影响。我们使用三个指标来反映股权关联程度。其一是银行股权关 

联哑变量 DBank，如果企业持有银行股权，DBank取 1，否则，取 0；其二是银行股权关联的数量来 

反映银行股权关联的广度，即NBank为企业持有银行股权的持有银行数量；其三是使用持有银行 

股权的股份数额BankShare来反映银行股权关联的深度。表 4给出了银行股权关联与公司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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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回归结果。(1)～(3)列被解释变量为多元化指数 HHI，(4)～(6)列被解释变量为EI指数。 

解释变量分别为反映银行股权关联的 DBank、NBank和 BankShare。从回归结果来看，反映银行股 

权关联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其它一些因素影响后 ，银行股权关联与企业多元化水 

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银行关联公司的多元化水平显著高于非银行股权关联组 ．结果与描述性 

统计分析和单变量结果一致，从而支持假设 1。 

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公司规模 Size与企业多元化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规模较 

小的公司通常拥有更少的投资机会，融资约束也较高，没有相应的资金进行扩张，因而，其多元化 

程度较低；当公司规模较大时，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便于进行扩张，多元化程度就会较高。公司上 

市年限 Age与公司多元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在开始阶段，由于资金紧缺或竞争压力 

较小，因此集中发展公司的核心业务，较少进行多元化扩张。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资本积累较多， 

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因而，其多元化程度也较高。国有企业其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和财务资 

源，因而，能够为其发展多元化提供资金的动力。因此，产权属性 State与多元化显著正相关。 

表4 持有银行股权关联与公司多元化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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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权属性对银行股权关联多元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不同产权属性企业银行股权关联对企业多元化效应的影响差异。我们使用邹氏检验 

来分析企业多元化一银行股权关联敏感性差异，表 5报告了相应的研究结果。模型(1)～(2)列被 

解释变量是多元化指标 HHI，模型(3)～(4)3Ji]被解释变量是多元化指标 EI。从(1)～(2)列来看 ， 

非国有企业的多元化一银行股权关联敏感性为 0．058，国有企业相应的系数为 0．047，系数差的邹氏 

检验 F统计量为4．023，在 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表明他们之间的系数差异显著。(3)～(4)列也 

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结果表明，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其多元化一银行股权关联敏感性存在显著差 

异，非国有企业的多元化一银行股权关联敏感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从而支持假设 2。 

表 5 产权属性对银行股权关联多元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五)银行股权关联、多元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检验 

表 6报告了回归模型2的结果，检验了银行股权关联、企业多元化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被解释 

变量为企业的价值，即托宾 Q值，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和银行股权关联变量。模型(1)～ 

(2)列使用的是全样本数据来考察公司多元化和银行股权关联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1)～(2)列 

可以看出。多元化指标 HHI和EI与公司的托宾 Q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先前的研究一 

致(陈信元与黄俊，2007)；银行股权关联的系数也是显著为负，表明银行股权关联显著降低了公司 

的企业价值，从而支持假设 3～4。模型(3)～(6)列是把样本分成银行股权关联组和非银行股权关 

联组，分别考察银行股权关联对公司多元化和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3)～(4)列的解释变量 

为多元化指标 HHI，(5)～(6)列的解释变量为多元化指标 EI。从(3)～(4)列可以看出银行股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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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组的多元化 HHI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系数为一0．301，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非银行股权 

关联组系数的相应值为一0．1 13，t值为一1．601，不显著。银行股权关联组系数绝对值大于非银行股权 

关联组，即银行股权关联组的多元化一企业价值敏感性高于非银行股权关联组，相应系数差的邹氏 

检验 F统计量为 10．052，表明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5)～(6)列的结果与(3)～(4)列结果相似。 

这些结论表明银行关联和企业多元化的共同作用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支持假设 5。 

表 6 银行股权关联、多元化与企业价值 

六、稳健性分析 

关于多元化内生性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多元化企业可能在在未开始多元化之前就存 

在折价现象。这些多元化折价现象可能是样本选择偏差或内生性问题的结果(Campa and K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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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关于多元化的内生性问题，先前的研究主要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和自选择模型等方法 

来减轻其影响。本文参考先前的研究(Campa and Kedia，2002；Lu et a1．，2012)，考虑使用二阶段处 

理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缓解多元化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一)处理回归结果分析 

样本 自选择偏差问题可能会导致 OLS估计有偏差。而且大规模公司和多元化公司倾向持有 

银行股权，为此，我们使用内生处理回归模型来解决持股银行的自选择问题。第一阶段模型的因变 

量为二分类变量 DBank，即是否持有银行股权哑变量 ，第二阶段的因变量为企业多元化水平 HHI 

(EI)；借鉴 Lu et a1．(2012)的研究，本文使用公司所在地的人均 GDP自然对数 LnGDP作为工具 

变量，因为人均 GDP越高的地区，金融市场越发达，拥有更多的机会持有当地银行股权，但是与公 

司的多元化水平有较小的相关性。Lambda指标主要是反映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 

从而表明OILS回归估计可能存在问题，用于选择性校正，以消除选择偏差。表 7给出了相应的结果。 

表 7 二阶段处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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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lambda的统计结果显著，表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DBamk的系数显著 

为正。比银行股权关联与公司多元化 HHI(EI)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说明在控制样 

本自选择偏差后，我们的结果仍然没有改变，支持假设 1。 

(二)倾向得分处理结果分析 

本节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我们使用的是 1：1的最近邻匹配方法缓解内生 

性问题 。表 8报告了相应的结果。第(1)～(2)列的结果变量(因变量)为多元化指标 HHI和 EI，处 

理组是持股银行关联组，控制组是非持股银行关联组，匹配的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 Size、财务杠杆 

kv、上市时间 Age、产权属性 Sate和 ROA等变量，匹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以后，银行 

股权关联对公司多元化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3)～(7)为银行股权关联、公司多元化与企业 

价值的关系，结果变量(因变量)为企业价值 ，匹配的控制变量与前述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一致。第 

(3)列的结果表明，银行股权关联显著减少了企业的价值。为了进一步研究多元化和企业价值的关 

系。我们按照多元化指标 HHI和 EI将样本分成三组，多元化指标最小的为专业化公司，最大的为 

多元化公司。以多元化公司为处理组，其它公司作为控制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报告在(4)～ 

(5)列，表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后，企业多元化也显著减少了企业的价值，即存在多元化折价效 

应。为了研究银行股权关联与企业多元化对企业价值的共同作用，我们把同时为银行股权关联和 

多元化的公司作为处理组，其它作为控制组。然后通过匹配得到表 8中(6)～(7)列的结果。实证结 

果表明：相对于其它组来说，银行股权关联和公司多元化的共同作用显著减少了企业的价值。这与 

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一致，支持假设 5。 

表 8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平均处理效应) 

七、结 论 

如何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企业与银行维持一个什么 

样的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的视角考察公司的多元化行 

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将会加深我们对企业多元化行为的理解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 

此，本文选择从银行股权关联的视角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问题。研究发现银行股权关联促 

进了公司的多元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来说，银行股权关联对 

于企业多元化经营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非国有企业的银行股权关联多元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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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方面，银行股权关联和企业多元化都显著减少了企业的价值，银行 

股权关联和企业多元化的共同作用显著减少了企业的价值。这表明银行股权关联并没有提高企 

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为了减少多元化效应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我们在稳健性分 

析中使用了处理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多元化效应 ，结论仍然一致，表明我们的结论是稳 

健 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银行股权关联关系对企业的经济行为 

存在如下的作用机制：企业拥有的关联银行财务资源通过影响企业的多元化战略的选择而影响企 

业的发展，但是可能存在银行贷款监督的减弱和财务资源的滥用，降低了企业的价值。因此 ，为了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需要加强对银行股权关联的监督，提高公司的治理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的监 

管。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这些研究结果丰富了多元化和银企关系方面的文献。同时为我国如 

何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依据。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渠道众多，如企业持有银行股权关系，银行持有企业股权关系、银行与 

企业之间的董事会关系等。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只考虑了企业持有银行股权关联关系对 

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对于其它关联关系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可以成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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