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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公司作为经济与社会重要的参与者， 其各项行为———包括融资行

为———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上市公司作为一类更为特殊的公司， 其融资行

为———尤其是债务融资行为———具体受到哪些嵌入性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又具体

对债务融资产生何种效用？ 本研究旨在从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 建立一个分

析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 “嵌入性” 解释框架， 并就解释效用与传统的金融视角

进行比较。 研究使用 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实证检验了嵌入性

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性融资的影响。 研究发现， 公司的关系性嵌入与其外部制度性

嵌入对其债务融资水平产生正向的影响， 而公司内部制度性嵌入则约束着其债务融

资行为， 呈现出一种 “股权融资偏好”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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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融资行为已成为运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融资决策也

是公司的关键决策之一。 一般地， 我们可以将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划分为内源融资

和外源融资， 按照融资工具类型又可将外源融资进一步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

种 （王丽娅， ２００５）。 作为公司融资的主要来源， 外源融资结构决策一直是学界关

注的焦点， 而债务融资行为分析往往被作为相关研究的侧重和抓手。 那么， 影响公

司债务融资行为的因素就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热点。

现代金融理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学术传统， 主要从理性选择和价值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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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原则” 出发来分析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其中， 早期公司融资

理论认为， 融资成本应当是公司融资决策中考虑的唯一因素， 而债务融资成本总

是低于股权融资成本， 因此公司应当具有债务融资偏好 （Ｄｕｒａｎｄ， １９５２）。 现代

融资理论的内容则更为丰富： “ＭＭ 理论”① 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演与数学推

导， 证明 了 公 司 的 融 资 结 构 与 其 市 场 价 值 并 无 关 联 （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５８） ； 权衡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应当在负债融资的 “税盾效应” 与

破产成本 （Ｍｙｅｒｓ ＆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 、 代理成本 （ Ｊｅｎｓｅｎ ＆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之间

进行权衡； 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融资优序理论试图从市场参与者对于公

司价值预期的角度来阐释债务融资行为所受到的影响 （Ｍｙｅｒｓ， １９８４） 。 自经济

社会学， 特别是以 “嵌入” 和 “经济的社会建构”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８５） 为核心

概念的新经济社会学诞生以来，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通过关注经济行为中的社会

性因素来拓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他们指出： 公司的债务融资， 特别是公司信

贷业务是被嵌入社会关系中的 （ Ｐｏｄｏｌｎｙ， １９９３； Ｍｉｚｒｕｃｈｉ ＆ Ｓｔｅａｒｎｓ， １９９４； Ｕｚｚｉ

＆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１９９９） 。 社会嵌入性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金融学理论关于考察

影响公司债务融资及融资结构决策的外部因素的空白， 并纠正了经济学分析中

一系列偏误， 诸如过度理性假定、 单一动机刺激等。 那么，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究竟哪些嵌入性因素会对公司的债务融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与融资理论相比，

嵌入性框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公司的债务融资决策？ 这就必须要将两种理

论视角综合起来解答。

本文旨在综合融资理论与嵌入性框架来分析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且通过两种机制的比较来检验嵌入性框架在上市公司融资方面的解释效用。 上市

公司的债务融资行为不只受到公司内部的理性选择及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支配， 同时

也受到公司所嵌入的关系纽带和制度纽带的影响。 在嵌入性分析方面， 本文在关注

上市公司基于信贷关系建立的 “银行—公司” 间的关系性嵌入之外， 同时考虑到了

上市公司在政治层面 （外部） 以及在治理结构层面 （内部） 的制度性嵌入， 并对这

两种嵌入机制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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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的莫迪利亚尼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与米勒 （Ｍｉｌｌｅｒ） 两位学者提出， 因此学界将该理论称之为

“ＭＭ 理论”。



二、 文献回顾

依据已有研究以及本文的需要， 本文主要从两个理论视角来分析上市公司间的

债务性融资差异。 第一个视角来源于公司融资理论， 主要从理性选择和价值最大化

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 第二个视角主要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分析框架的解释。

（一） 公司融资理论的视角

现代金融理论带有鲜明的古典经济学色彩， 即把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视为 “理

性人”： 一种原子化的、 最大限度增加自我效用的、 始终遵循理性选择与最大化原

则的个体 （朱国宏、 桂勇， ２００５）， 公司也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 根据

著名的 “ＭＭ 理论” 提出的先后， 可以将公司融资理论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古典

（早期） 公司融资理论与现代公司融资理论。

大卫·杜兰德 （Ｄａｖｉｄ Ｄｕｒａｎｄ） 将早期融资理论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三种基本理

论， 即净利润理论、 营业净利润理论和折中理论。 这三种理论主要针对债务融资的

低成本效应和风险效应展开讨论。 净利润理论并不关注融资风险的约束， 而是指出

基于低融资成本考量的公司具有债务性融资偏好。 但实际上高杠杆的融资方式必然

会提升公司的经营风险， 新融入负债的融资成本会由于公司债务融资比重的上升而

不断提高 （朱峰， ２００６）， 从而影响公司的整体价值。 因此， 营业净利理论考虑了

债务风险的影响， 认为债务融资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会被不断上升的融资风险抵消，

因此公司的债务融资偏好也不完全是刚性的。 折中理论则调和了以上两个理论， 认

为债务融资的成本优势不会完全被上升的融资风险抵消， 而是存在一个使得资本成

本最小化的最优资本结构 （汤炎非、 谢达理， ２０１３）。 早期融资理论认为， 公司债

务融资的成本优势与债务风险之间复杂关系机制影响着公司价值， 从而左右了公司

的债务融资决策。

现代公司融资理论， 也被称作融资结构理论， 是以 “ＭＭ 理论” 的提出为标

志的。 １９５８ 年莫迪利亚里和米勒为公司融资行为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模型， 即包

含完备市场、 零所得税以及不考虑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等的一系列假定。 在这些

条件下， 动态上升中负债融资的低成本会被同步增长的股权融资成本所抵消， 公

司的资本结构应当与其市场价值无关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５８）。 但是这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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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真实的市场情况相差甚远， 后期两位学者通过放松理论假设， 认为市场中存

在所得税时， 负债融资的 “税盾效应” （Ｔａｘ Ｓｈｉｅｌｄ）① 能够显著降低融资成本， 从

而提升公司价值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６３）， 因此公司应当存在着债务融资的偏

好。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一些经济学家通过进一步放松 “ＭＭ 理论” 的假定提出了权

衡理论， 该理论认为现实的市场并非完全有效， 公司需要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克服随

之而来的负效应， 而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就会产生成本， 融资行为也是如此。 梅耶

（Ｍｙｅｒｓ ＆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 斯科特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７６） 以及戴蒙德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１９９４） 等

人分析了公司的破产成本的角度对融资决策的影响后指出， 随着负债比重上升的破

产风险是公司无限追求低成本的债务融资的主要约束。 詹森和麦克林 （ Ｊｅｎｓｅｎ ＆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则引入代理成本的分析框架， 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特殊性质， 负

债的代理成本会随着负债规模的上升而提高， 而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比较稳定。 因

此， 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应当在负债融资的 “税盾效应” 与破产成本、 代理成本之

间进行权衡。

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为融资结构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 融资优序理论正是基于

“信息不对称”② 假定， 认为由于资本市场中经营者与投资者持有 “不对称” 信息，

投资者只能基于一些外部 “信号” （如资产负债比） 来进行投资决策， 而公司的股

权融资往往被视作经营前景欠佳的表现 （股权融资相当于分割了公司的所有权），

因此公司就会产生一种带有债务融资偏好的有序策略， 即内源性融资、 债务融资、

股权融资 （Ｍｙｅｒｓ ＆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

公司融资理论诞生以来， 已有很多学者就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理论假设进行了实

证检验， 他们的发现不断修正了这些理论框架并提升了其实用性。 针对早期融资理

论， 斯科特等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 公司的抵押资产越多， 其资产担保价值也随之

提升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７７）， 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债务性融资， 因此公司的资产负债率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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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税盾效应： 即债务成本 （利息） 在税前支付， 而股权成本 （利润） 在税后支付， 因此公司如果要向债权

人和股东支付相同的回报， 实际需要生产更多的利润。
信息不对称理论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等人提出， 主

要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 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

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 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资产负债率： 公司的全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 通常用来衡量一个公司的融资结构。



其资产结构① （资产抵押价值） 呈正相关关系 （Ｇａｌａｉ ＆ Ｍａｓｕｌｉｓ， １９７６； Ｊｅｎｓｅｎ ＆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Ｍｙｅｒｓ， １９７７）。 但也有学者指出过高的负债率又会限制这种正相关

关系趋势， 当公司存在着过高的破产风险时， 这种资产抵押的作用就不再明显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ａｒｔ， １９８２）。 迪安杰洛 （ＤｅＡｎｇｅｌｏ ＆ Ｍａｓｕｌｉｓ， １９８０） 等学者则基于

“ＭＭ 理论”， 检验了 “非债务税盾”② 对公司债务性融资偏好的约束作用， 研究表

明某些折旧及投资税费的抵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债务性融资的减税优势， 因此

“非债务税盾” 效应明显的公司可以采用低杠杆的融资结构。 华纳 （Ｗａｒｎｅｒ） 等学

者的研究从均衡理论出发， 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因为其多元化经营能力强， 破产的

风险就越小， 因而弱化了其债务性融资的约束 （Ｓｍｉｔｈ ＆ Ｗａｒｎｅｒ， １９７９； 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此外， 也有不少学者考量了其他因素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如公司的成

长性③ （ Ｃａｓｓａｒ ＆ Ｈｏｌｍｅｓ， ２００３）、 独特性④ （ Ｔｉｔｍａｎ， １９８４）、 行业类型 （ Ｌｏｐｅｚ⁃

Ｇｒａｃｉａ ＆ Ａｙｂａｒ⁃Ａｒｉａｓ， ２０００）、 盈利能力 （Ｍｙｅｒｓ ＆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 等。 综合来看， 金

融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是集中于探讨一些财务特征变量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

响， 缺乏一个更为具有延伸性的视角。

（二） 嵌入性的分析框架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嵌入”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的提出旨在纠正

经济学中工具理性的分析传统，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 即便是在对制度的分析中， 新

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坚持理性计算的立场， 这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传统经济学研究的

“原子化” 倾向 （朱国宏、 桂勇， ２００５）。 于是， 一个新的 “嵌入性” 的分析框架

就应运而生了。 “嵌入性” 概念最早由波兰尼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４４） 提出， 他指出： “人

类的经济嵌入并纠缠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中”。 之后陆续有很多学者， 如格兰诺维

特、 博特 （Ｂｕｒｔ）、 波多尼 （Ｐｏｄｏｌｎｙ） 及乌兹 （Ｕｚｚｉ） 等继承和完善了嵌入性理论，

并将这种解释框架积极地应用到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去。 尤其在资本市场领域， 嵌

入性框架被认为是少数几个能够阐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社会学解释之一

９０１

·论　 　 文·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中的关系性嵌入和制度性嵌入

①

②
③
④

资产结构： 是指各种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这里主要衡量公司的资产抵押价值， 即有形资产占公司总

资产的比重。
非债务税盾： 是指除债务利息之外的其他费用， 如折旧和税务亏损递延等， 这类费用同样具有避税效应。
成长性： 一般是指公司从小变大、 由弱到强的能力， 通常使用公司营业增长率来衡量。
独特性： 主要是公司主营业务的特殊性及固定资产的专用性等。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８５；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格兰诺维特在波兰尼的理论基础上对 “嵌入性” 的概念进行了重塑和发展， 他

认为： 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体行为， 经济活动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各项经济行

为只有被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被真实理解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８５）。 他将波兰尼定

义的那种 “经济———结构” 的双边的宏观嵌入推广到了多边联系的嵌入性领域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６）， 使得嵌入性框架可以更好地分析较为微观的、 日常的经济活动。 同

年， 格兰诺维特就利用这一框架对劳 动 力 市 场 中 的 求 职 行 为 进 行 了 分 析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８５）。 之后也有很多学者使用嵌入性的框架来解释各种经济行为，

尤其是对金融市场中一些现象的阐释。 如爱克勒斯 （Ｅｃｃｌｅｓ） 和克瑞安 （Ｃｒａｎｅ） 对

投资银行的研究发现， 公司与投资银行间的嵌入性社会网络关系会使得它们之间私

人信息的传递效率提升 （Ｅｃｃｌｅｓ ＆ Ｃｒａｎｅ， １９８８）。 波多尼则从公司所嵌入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的位置出发， 研究并发现这种网络位置制约着公司的行为 （ Ｐｏｄｏｌｎｙ，

１９９３）； 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一个 “基于地位的市场竞争模型”， 用来解释处于高

地位的投资银行在拓展市场和获得报酬方面的相对优势 （Ｐｏｄｏｌｎｙ， １９９４）。 此外，

还有学者利用嵌入性框架重新对 “银企关系” 进行了考察， 通过关注银行的关系经

理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链接纽带， 探讨这种嵌入性关系如何影响一个公司的信贷

决策 （Ｍｉｚｒｕｃｈｉ ＆ Ｓｔｅａｒｎｓ， １９９４）。 进一步地， １９９９ 年乌兹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９） 在其 《金

融资本获得中的嵌入性： 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令公司在金融资本寻求中获益》 一文

中对这种关系性嵌入因素对公司债务性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发

现公司与银行间的关系性嵌入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债务性融资能力。 以上所讨论的

“嵌入性” 概念实际上都隐含着一种交换的逻辑， 并与经济学中的 “市场逻辑” 相

对。 即从对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机制的关注转向交易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 追求互利

共赢的 “帕累托最优”， 按照鲍威尔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０） 的说法， 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合

作与互惠。 乌兹在对公司融资行为的考察中也特别强调了公司间私人化的、 亲密的

关系纽带带来的信任、 私人信息的传递以及合作对融资行为的促进作用， 这与传统

合约关系是不同的。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进一步将这种基于交换逻辑的嵌入性关系

扩展到整个金融资本市场，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关系性嵌入能够提升其获取债务性融资的

能力。

实际上， 除了格兰诺维特、 乌兹等学者基于交换逻辑对嵌入性的阐释以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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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学者不断拓展着嵌入性的内涵。 倪志伟和英格拉姆 （Ｎｅｅ ＆ Ｉｎｇｒａｍ， １９９８）

就指出， 局限于社会互动的嵌入性理论无法解释诸如法律、 规范、 合同等制度对

经济行为的约束， 而将制度性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对社会学解释经济现象又是至关

重要的。 进一步地， 与基于交换逻辑的 “关系性嵌入” （Ｂｒｉｎｔｏｎ ＆ Ｋａｒｉｙａ， １９９８）

相对， “制度性嵌入” 是与合法性逻辑相一致的， 各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通过制

度， 特别是正式制度的约束来获得合法性基础的 （Ｎｅｅ ＆ Ｉｎｇｒａｍ， １９９８）。 与强调

行动者之间亲密、 频繁互动的关系性嵌入不同， 制度性嵌入更强调正式的法律、

规则以及非正式的习俗、 行为准则等因素对行动者的约束作用。 王宁 （２００８） 指

出， 制度性嵌入实际上是制度对个体行为决策的边界和方向以及理性程度的约束，

而这种约束一般会通过社会化内化为个体内部的行为准则。 制度性嵌入的概念被

提出后， 国内外迅速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 如布林顿等人 （ Ｂｒｉｎｔｏｎ ＆ Ｋａｒｉｙａ，

１９９８） 在分析了来源于日本的经验数据之后， 发现与格兰诺维特的 “弱关系” 主

张不同， 高端就业市场的求职者更依赖于正式制度提供的信息。 而周雪光等学者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则从合同的角度同时考察了社会关系与制度两个因素对双边

经济交易的影响。

制度性因素一般包含宪法、 法律和规范构成的正式制度与各种自定的习俗、 准

则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两个部分 （Ｍａｎｔｚａｖｉｎ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在公司融资领域， 政治

性制度因素是目前学界关注的核心， 具体表现为公司与政府间良好的关系。 政企关

系影响公司融资行为的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紧密的政企关系可以使公司获

得更多的财政补贴， 从而降低其外源性融资的需求； 二是紧密的政企关系相当于

公司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无形的融资担保， 从而提升其融资能力 （ Ａｒ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洪怡恬， ２０１４）。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合法性的逻辑， 公司通过与政府建立亲

密关系获得背书， 从而在金融市场占据优势地位。 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

这一主张， 如有学者在对新兴市场的研究中发现， 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公司， 其银

企关系也会获得很大改善， 由此减少了公司的融资约束 （Ｋｈｗａｊａ ＆ Ｍｉａｎ， ２００５）。

法乔等人 （Ｆａ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在分析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 ３５ 个国家公司的面板数

据后发现， 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债务性融

资。

就中国实际而言， 这种政治性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我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

中的金融体制上 （林毅夫、 李永军， ２００１）。 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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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地位， 在国家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的约束下， “四大行” 的信贷指

标极度地向国有公司倾斜 （罗党论、 甄丽明， ２００８）， 造成了严重的信贷歧视。 也

就是说， 国有公司与民营公司相比， 更有可能获得债务性融资， 尤其是国有银行的

贷款 （Ｗｅｉ ＆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７）。 那么， 在这种制度性歧视下， 民营公司家就会试图与

政府搞好关系从而获得 “类似国有公司” 的融资优势 （Ａｏｋｉ ＆ Ｈａｙａｍｉ， ２００１）。 由

此可见， 一个公司在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嵌入程度对于其获得债务性融资非常重要，

这一点在我国体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上市公司在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嵌入能够提升其获取债务性融资的能力。

如果说政企关系是影响公司融资外部的、 宏观的制度性嵌入因素， 那么公司的

股权结构则可以被看作一种内部的、 微观的制度性嵌入因素。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

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大股东超强控制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这也是造成我国上市

公司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张祥建、 徐晋， ２００５）。 这种上市公司大股东

“一股独大” 的现象源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设置， 股权分置改革①前， 非流通

股所占的大比重导致了股东权力过分集中， 中小投资者很难参与到公司决策中来。

尽管之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流动性差异， 使得上市公司

的股权结构得到了改善 （陈茂盛， ２０１７）， 但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仍然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股东在公司一些重大的决策环节中继续保持着优势地位。

而在公司融资决策方面， 由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配股和增发的方式获取大量的股权

资本和隐形收益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因此大股东会倾向于选择利用其在公司决策层

面的绝对优势地位促使公司更多地进行股权融资， 从而逐渐形成了我国上市公司

的股权融资偏好 （张祥建、 徐晋， ２００５）。 此外， 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 管理者持

有的股份越多， 他们就越可能产生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公司融资结构的动机

（Ｆｒｉｅｎｄ ＆ Ｌａｎｇ， １９８８）， 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反比 （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总的来看， 公司的股权结构明显地约束着债务性融资， 因此， 我们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公司在股权结构领域的制度性嵌入约束着公司的债务性融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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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股权分置， 是指 Ａ 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 股东所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

份， 且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称为流通股； 而公开发行前股份暂不上市交易， 称为非流通股。 这种同

一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 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独有。 股权分置改革， 就

是为了消除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异， 从而解决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三、 数据、 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① （ＣＳＭＡＲ）， 主要使用了该中心

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中国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数据库以及中国上市公司

股东研究数据库三个板块的数据信息。 我们选取了 ２０１５ 年②北京地区全部 Ａ 股上市

公司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在剔除了其中的 ＳＴ 及 ＳＴ∗公司③、 属于金融业的全部公

司④以及一些存在大量数据缺失的个案， 最终得到 ２５０ 个上市公司的样本。 我们使

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软件来进行数据的清理和分析。

（二） 变量与测量

１ 因变量

目前， 学界关于公司融资结构或债务性融资能力的测量主要有三种方式： 资产

负债率 （Ｅｌｌｕｌ ＆ Ｐａｇａｎｏ， ２００６）、 产权比率⑤ （Ｃｈａｈｉ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及长期负债

率⑥ （Ｅｌｌｕｌ ＆ Ｐａｇａｎｏ， ２００６； Ｃｏａ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由于国内公司 （尤其是中小公

司） 从银行获取长期贷款的限制较多而更容易选择通过短期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

我国学者多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务融资水平。 但也有学者认为， 公司债务中除短

期借款及非流动负债以外的其他科目并不是公司融资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 应当

将其剔除， 以带息负债率⑦来衡量公司的债务性融资水平 （王艳林， ２０１３）。 基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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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该数据服务中心的详细信息见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ｔａｒｓｃ ｃｏｍ。
统计截止时间均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Ｔ 制度针对的对象是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沪深交易所宣布， 将

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 这类股票称为 ＳＴ 股。
行业分类参照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行业分类标准。
产权比率 （Ｅｑｕ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即负债总额与所有者权益总额的比率， 是为评估资金结构合理性的一种指标。
一般来说， 产权比率可反映股东所持股权是否过多， 或者是尚不够充分等情况， 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公司借

款经营的程度。
长期负债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又称 “资本化比率”， 是从总体上判断公司债务状况的一个指标，
它是长期负债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该指标值越小， 表明公司负债的资本化程度低， 长期偿债压力小； 反

之， 则表明公司负债的资本化程度高， 长期偿债压力大。
带息负债率： 是指公司某一时点的带息负债总额与负债总额的比率， 反映公司负债中带息负债的比重， 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未来的偿债 （尤其是偿还利息） 压力。



有的经验研究、 数据可得性以及研究需要， 我们最终选用公司的带息负债率来衡量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

２ 自变量

（１） 关系性嵌入

以往的研究表明， 关系嵌入性会随着关系的持续时间与多层面性而增强

（Ｍａｒｓｄｅｎ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８４； Ｌａｚ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５； Ｌａｒｓｏｎ， １９９２； Ｇｕｌａｔｉ， １９９８）， 因此，

本文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测量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中关系性嵌入的强度。 首先，

在对关系持续时间的衡量方面， 不少研究银企关系的学者均选择使用公司存续时间

来测量关系的强度， 即上市公司的存续期越长， 就越有可能与其他金融实体建立稳

定和信任的关系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９； 沈艺锋等， ２００９； 张伟、 徐辰辰， ２０１６）， 本文也继

续采用了这种操作化方法。 其次， 金融市场中的关系往往不单纯局限于公司与公司

之间的合同关系， 而是包含了商业合作、 私人感情甚至间接关联等一系列的复合纽

带。 正是这种多层面性的关系纽带使得公司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提升 （Ｕｚｚｉ， １９９９）。

一般地， 金融市场上的各类金融机构是上市公司获得债务性融资的主要来源， 因此

公司与这些机构官方或私人的关系纽带就显著地影响着其债务性融资的能力。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从公司与员工两个方面分别衡量上市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即公司的

十大股东中是否有金融机构 （１ ＝ 是； ０ ＝ 否） 以及公司的董监高①团队 （后文均简

称 “董监高”） 在金融行业的任职 （兼职） 情况 （１ ＝ 是； ０ ＝ 否） 两个因素。 此

外， 本文认为除了与金融业的嵌入性关系纽带之外， 上市公司与同行业或其他行业

的公司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是其在金融市场中关系性嵌入程度深的一个重要表现。 公

司之间紧密的关系网络有助于一些私人信息特别是融资信息的传递， 另外， 这种关

系纽带还可以起到公司间一种互相的隐性担保作用。 因此， 我们使用董监高成员是

否在股东单位兼职 （１ ＝ 是； ０ ＝ 否） 来测量这种公司间的关系性嵌入。 综上所述，

我们就可以将假设 １ 细化为如下子假设：

假设 １ａ： 有董监高成员在金融行业任职 （兼职） 的公司，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

更高。

假设 １ｂ： 公司的经营年限越长，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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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监高： 是指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是指董事会成员， 监事是指监事会的成员， 高

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假设 １ｃ： 十大股东中有金融机构的公司，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更高。

假设 １ｄ： 有董监高成员在股东单位兼职的公司，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更高。

（２） 制度性嵌入

目前， 公司成员在政府、 执政党任 （兼） 职通常是公司获得政治身份或建立良

好政企关系的重要途径。 如法乔等人 （Ｆａ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在一项研究中认为： 公

司的控股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曾任职国会议员、 部长或与之存在紧密联系， 都可将

其视为公司的一种政治性参与。 后来也有学者从公司在国家大选期间对政府的捐献

额度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或慈善捐献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来衡量公司的政治参

与。 在我国这一情况也大致相同， 如陈信元等学者 （２００３） 通过测量公司董事会成

员中具有政府工作背景人员的比重来表现公司在政治上的制度性嵌入。 杨向阳等学

者 （２０１５） 则将公司的政治性参与进一步细化为三个指标， 即公司高管政治面貌

（是否为党员）、 高管政府部门工作经历以及高管的政治身份 （人大 ／政协代表等）。

这一操作化方法基本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公司管理人员通过正式渠道参与政治的主要方

法， 因此本文也借鉴了这种操作方法。 此外， 国家持股也是上市公司政治 “亲和力”

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政治性制度嵌入因素操作化为三个变量： 董监高

成员在政府机构的任职层级 （１ ＝ 低； ２ ＝ 高； ０ ＝ 无）、 董监高成员是否有行政级别

（１ ＝是； ０ ＝否）、 国家持股比例。 由此， 我们可将假设 ２ 细化为如下子假设：

假设 ２ａ： 董监高成员政府任职级别越高， 公司债务性融资水平越高。

假设 ２ｂ： 董监高成员有行政级别的公司，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更高。

假设 ２ｃ： 国家持股比例越高， 公司的债务性融资水平越高。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的内部规章制度， 也显著影

响着公司的融资结构 （冯根福、 吴林江， ２０００； 杨运杰、 李静洁， ２００２）。 在股权

结构方面，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内部人持股比例 （Ｆｒｉｅｎｄ ＆ Ｌａｎｇ， １９８８；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肖作平， ２００４） 以及大股东持股比重 （章卫东等， ２００３； 黄嘉妮等， ２００４） 两

个方面的指标对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 其中， 一般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这一经典指标

来衡量公司中内部人持股情况 （肖作平， ２００４； 王浩， ２０１１）； 而衡量一个公司股权集

中情况则一般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张铮铮， ２００４） 和非流通股比重 （杨波等，

２００４； 韦昌义， ２００６） 两个指标。 基于以上操作化经验， 我们将假设 ３ 细化为：

假设 ３ａ： 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越低。

假设 ３ｂ：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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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３ｃ： 公司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 其债务性融资水平越低。

（３） 控制变量

前文中已经提到， 本研究将纳入一些基于公司融资理论的经验变量进入模型，

作为金融理论的解释视角。 我们主要依据蒂特曼 （Ｔｉｔｍａｎ） 对相关经验研究的梳理

以及数据可得性， 纳入如下公司的财务特征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总资产对数）、 公司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所有者权益）、 资产结构

（有形资产比率 ＝ （存货 ＋固定资产） ／总资产）、 非债务税盾 （ （固定资产折旧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期初总资产）， 这些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

影响显著， 表 １ 为部分变量的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矩阵。

　 　 表 １ 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经营年限 １ ０００００

国有持股 － ０ ０６２∗∗∗ １ ０００００

大股东持股 ０ ００４ ０ １８６∗∗∗ １ ０００００

非流通股 － ０ ２８６ ０ １７５∗∗∗ － ０ １０４ １ ０００００

规模 ０ ７６５ ０ ２４１∗∗∗ ０ ４９６∗∗∗ － ０ ３７９∗∗∗ １ ０００００

盈利能力 ０ ４２７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３ ０ １６０∗∗ － ０ ００９ １ ０００００

资产结构 ０ １５７∗∗ ０ １９８∗∗∗ ０ ３６７∗∗∗ － ０ ２９０∗∗∗ ０ ４４２∗∗∗ － ０ ０９５ １ ０００００

非债务税盾 －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９∗∗∗ － ０ ０５６ ０ ２１７∗∗∗ － ０ ０５１ ０ ２７∗∗∗ １ ０００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３ 模型设定

本研究所考察的因变量带息负债率为连续型变量， 针对连续型因变量一般会采

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但考虑到在前期样本选取和筛选时可能出现难以避

免的偏误现象， 线性回归模型或许过于简单。 此外， 利用带息负债率测量的公司负

债水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数据删截 （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的情况， 即带息负债率所反映的值

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潜在变量的全部取值。 本次研究的样本中， 有较多的公司其带息

负债率为 ０， 但如前文所言， 带息负债率仅是衡量公司负债水平的一类指标， 这类

公司实际债务融资能力的高低是未知的。 因此， 该数据的因变量在 ０ 值处存在堆积

或压缩， 即存在数据的左删截现象。 基于此， 本文最终引入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参数估

计， 以期更好地拟合数据、 修正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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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样本公司债务性融资状况

变量
资产负债率 带息负债率

均值 （％ ） Ｐ 值 均值 （％ ） Ｐ 值

总样本 ４０ ９４ １５ ６

金融背景

无 ３５ ０４ ０ ００２４ １１ ０２ ０ ００１８

有 ４３ ６５ １７ ７２

金融业股东

无 ３３ ９２ ０ ００２３ １２ ０５ ０ ０４２９

有 ４３ ２５ １６ ７８

股东公司兼职

否 ３０ ７１ ０ ００００ ９ １２ ０ ０００１

是 ４４ ７５ １８ ０３

高管行政级别

无 ３９ １７ ０ ０３４９ １３ ６３ ０ ００１８

有 ４５ ３７ ２０ ５７

四、 分析与结论

总体来看， 样本的整体债务性融资水平不高， 如表 ２ 所示， ２５０ 家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 ４０ ９４％ ， 不到融资结构的一半； 如果按照带息负债率

来衡量则平均水平更低， 仅有 １５ ６％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的上市公司的

股权融资偏好。 此外， 对部分自变量的 ｔ 检验显示， 公司的债务性融资水平在董监

高团队成员有无金融业背景、 是否于其他公司兼职以及有无行政级别上均有显著性

差异。

基于对公司主动融资决策测量有效性的考虑， 本文仅以带息负债率为因变量建

立模型， 分别考察关系性嵌入因素、 制度性嵌入因素、 整个嵌入性解释框架对上市

公司债务性融资水平的影响， 以及在传统金融理论的解释视角下嵌入性框架的解释

效用。 如表 ３ 所示， 模型 １ 与模型 ２ 分别为仅纳入关系性嵌入因素和制度性嵌入因

素的模型。 模型 １ 显示， 关系性嵌入因素中的三个变量对资产负债率都呈现显著的

正向影响， 即：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有金融背景的董监高成员所在的上市公

司要比其他公司的带息负债率高 ７ ４２９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０１）； 十大股东中有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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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上市公司比没有的公司其带息负债率高 ６ １７９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１）； 而与其他公

司建立了关系性纽带 （在股东单位兼职） 的上市公司其带息负债率更是高出没有建

立关系纽带的上市公司约 ９ ０５５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０１）。 因此， 假设 １ａ、 １ｃ、 １ｄ 均被

证实， 尽管在模型 １ 中经营年限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现零效应， 这一点与前

人的经验研究以及假设 １ｂ 相悖， 但从整体上来说， 模型 １ 依然显示了关系性嵌入因

素对上市公司债务性融资水平的显著影响， 即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关系性嵌入

能够显著提升其债务性融资水平。

模型 ２ 显示， 上市公司外部制度性嵌入较为显著地影响了债务性融资水平， 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董监高成员在政府机关任职层级高的上市公司其带息负债

率高于高管无政府任职的公司 ６ ６０１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０１）； 董监高成员自身有行政

级别的上市公司比没有行政级别的公司其带息负债率高出 ４ ６９９ 个单位 （ ｐ ＜

０ ０１）。 但上市公司是否由国家参股却并没有对其带息负债率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２ａ、 ２ｂ 被证实。 在上市公司内部制度性嵌入方面， 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其带息负债

水平起到了显著的约束作用。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

例每上升 １ 个单位， 其带息负债率将显著下降 ８ ２１４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０１）； 而非流通

股比例每 １ 个单位的上升则会导致上市公司带息负债率下降 ０ ０９３６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就整个制度性嵌入框架而言， 上

市公司的外部制度性嵌入较为显著地提升了公司的债务性融资水平， 而其内部的制

度性嵌入则对公司的债务性融资产生着显著的约束作用。

模型 ３ 是整个嵌入性框架对于公司债务性融资水平的影响情况， 可以看到， 在

关系性嵌入以及内、 外部制度性嵌入三个维度中均有变量对上市公司的债务性融资

产生显著的影响。 其中， 拥有金融业背景高管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水平显著高出

其他公司 ６ ６７７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０１）。 这一发现也印证了乌兹关于银行客户经理与

公司管理者 “嵌入性纽带” 的解释， 有所不同的是， 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性融

资来源的具体特点， 本文将这种 “银企” 间的单边纽带扩展到 “金融市场———公

司” 的多边纽带： 上市公司通过私人关系嵌入在金融市场中的程度越深， 其获取融

资信息的渠道就越多， 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 内容更加可靠， 因而公司更容易搜寻

并匹配到合适的投资者； 同时， 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关系性嵌入也有助于向市场传

递自身信息， 弱化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提升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这些

机制都能够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 在外部制度性嵌入维度上， 具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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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级别以及政府兼职的高管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高管的

行政级别分别从公司和个人两个角度更有效地体现了 “政企关系” 的嵌入程度， 这

种嵌入性越稳固， 上市公司在融资市场中获得政府 “隐性担保” （韩鹏飞、 胡奕明，

２０１５； 王博森等， ２０１６） 的可能性越高。 除此之外， 国有银行体系的信贷倾斜 （罗

党论， ２００８； 卢峰、 姚洋， ２００４） 也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这种 “政企关系” 密切的

公司债务融资。 在公司内部制度性嵌入维度上， 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显著地约束着债

务性融资。 其中， 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债务融资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 管理层持股每

升高 １ 个单位， 上市公司带息负债率将下降 ６ ９２６ 个单位 （ｐ ＜ ０ ０５）。 作为公司运

营管理的主体， 管理层在融资领域的行为较之股东会更为直接地影响并反映在公司

的资本结构上， 因此， 一旦管理层依据个人喜好及利益制定融资策略， 将会显著抑

制公司的债务融资 （Ｆｒｉｅｎｄ ＆ Ｌａｎｇ， １９８８）。

模型 ４ 进一步引入了传统金融理论的解释视角， 即基于公司融资理论产生的经

验变量， 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 公司融资理论视

角下的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均十分显著： 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 有形资产比

重越高、 盈利能力越弱、 非债务税盾越小， 则其债务性融资水平越高， 这与以往的

经验研究均相符。 另外， 在纳入金融理论的解释视角后我们发现， 上市公司在金融

市场中的关系性嵌入带给债务融资的便利性不再持续； 而在制度性嵌入维度， 公司

内部股权集中度对债务性融资的抑制效应依然明显。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

与上市公司负债比率密切相关的诸多财务指标因素的影响之后， 公司在金融市场上

的公开或私密的关系纽带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其债务融资的达成， 反而是公司的股权

制度设置对债务融资的约束持续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 综合两个视角来看， 中国上

市公司债务融资中 “关系型融资” 便利并不如西方那样明显， 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作

用才是影响当前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结构的深层次机制。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

传统金融理论及嵌入性双重解释框架下， 国家持股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呈现了显

著的约束作用， 这与本文原有的假设恰好相反。 结合大股东的 “隐形收益” 特征，

可能的解释是： 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国有股东基于自身收益考量而产生的 “股

权融资偏好” 远超过 “政企关系” 为公司债务融资带来的优势。

综合四个模型的结果来看， 嵌入性框架对上市公司债务性融资决策以及融资结

构偏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在传统金融视角下， 嵌入性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司

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 “大股东股权融资偏好” 对债务融资的约束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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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公司债务融资水平 （带息负债率） 影响因素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关系性嵌入

金融背景 （参照： 否）

是
７ ４２９∗∗∗

（２ ３５５）
６ ６７７∗∗∗

（２ ２５７）
３ ００４

（１ ８９５）

经营年限
０ ３２４

（０ ２１８）
０ ０９３１
（０ ２１６）

０ ２２６
（０ １７９）

金融业股东 （参照： 否）

是
６ １７９∗∗

（２ ５７７）
２ ８９５

（２ ６０２）
２ １７１

（２ １３５）
股东单位兼职 （参照： 否）

是
９ ０５５∗∗∗

（２ ４８６）
２ ７３９

（２ ７７９）
３ ３５７

（２ ２６８）
制度性嵌入

政府任职层级 （参照： 无）

低
２ ０２４

（３ ４０３）
１ ７１７

（３ ４０４）
１ ３６０

（２ ７８１）

高
６ ６０１∗∗

（２ ９２３）
４ ８９０∗

（２ ９１９）
３ ６６１

（２ ４００）
高管行政级别 （参照： 否）

是
４ ６９９∗∗

（２ ３８５）
５ ０８７∗∗

（２ ３６１）
２ ４３４

（１ ９６１）

国有股比例
０ ５４９

（２ １７５）
－ ０ ３９０００
（２ ２６５）

－ ５ ０３５∗∗∗

（１ ９１４）

管理层持股比例
－ ８ ２１４∗∗∗

（２ ７７０）
－ ６ ９２６∗∗０
（２ ８４６）

－ ２ １４５００
（２ ３６０）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７１９）
０ １０７０

（０ ０７２５）
－ ０ １４３∗∗００
（０ ０６３６）

非流通股比例
－ ０ ０９３６∗∗

（０ ０４４２）
－ ０ ０７６４００
（０ ０５０５）

０ ０８２６∗

（０ ０４３８）
控制变量

规模
５ ２７５∗∗∗

（０ ６７８）

盈利能力
－ ０ １７８∗∗００
（０ ０７４４）

资产结构
０ ３００∗∗∗

（０ ０５２８）

非债务税盾
－ １ ０９５∗

（０ ５６９）

截距
－ ６ ９０６００
（４ ２１６）

１２ ０２∗∗∗

（４ ２９９）
１ ７０９

（６ ５３９）
－ １１６ ９∗∗∗００
（１５ ７９）

西格玛检验 （ｓｉｇｍａ） １６ ７２∗∗∗

（０ ８２９）
１５ ８１∗∗∗

（０ ７８０）
１５ ４９∗∗∗

（０ ７６５）
１２ ５３∗∗∗

（０ ６１５）
样本量 （Ｎ） ２４９ ２５０ ２４９ ２４９
对数似然值 － ９３９ ７ － ９３０ ６ － ９２１ ５ － ８７２ ７
　 　 注： （１） 表中数值为变量的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其对应的标准误； （２）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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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讨　 论

上市公司作为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其行为特征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 金融

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作为公司运营管理主要内容的融资决策， 相关学科已经形成一

整套完善且成熟的理论体系来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 本文的研究结论正是基于已有

的研究经验， 在传统的公司融资理论的视角之外， 延伸出嵌入性框架对上市公司融

资行为的解释， 并检验了这种解释框架在传统视角下的解释力。 此外， 我们还发现，

西方的相关经验研究结论在中国实际情况中大多数也同样适用， 不过， 中国特有的

政治制度环境和公司内部结构设置也成为影响公司融资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一， 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关系性嵌入纽带对于其债务性融资的获得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与金融业机构建立亲密的、 多元化 （如金融机构作为大股东） 的关系

有助于公司债务融资的寻求和获得。 此外， 公司在非金融行业的关系性纽带的建立

和发展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公司间有关债务融资的私人信息的传递以及相互的

隐性担保作用都对获得债务融资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 制度因素就成为分析公司融资行为所不可或

缺的部分。 首先， 与政府建立关联纽带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中能够享受到 “类似国有

公司优势”， 即制度设定下的一种政策倾斜， 使得公司能够获取政府补贴或信贷担

保等优待， 从而提升其债务融资可得性。 同时， 中国上市公司一些特殊的股权结构

所设置产生的 “内部人控制” 问题却对公司的债务性融资形成了约束， 股权集中度

较高、 管理层持股比重过大所形成的 “大股东超强控制”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公司的债务性融资， 并催生了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 “股权融资偏好” 现象。

第三， 通过对两种视角的比较我们发现， 嵌入性的解释框架在控制了传统金融

理论的影响下也表现出了对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行为的良好的解释效用。 在两种解释

框架的综合效应中， 制度性嵌入因素比关系性嵌入因素呈现出更显著的影响。 也即

是说，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 “政企关系” 与公司股权结构对其债务性融资水平的影响

要明显大于公司所拥有的私人资源， 关于中国 “人情社会” （金耀基， １９８８； 费孝

通， １９９８） 的判断在公司融资领域似乎体现得并不明显。 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工业

经济在早期并不属于 “私人领域”， 从其诞生之初就没有根植于 “乡土社会” 中。

市场转型之前， “单位制” 下的公司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单元 （路风，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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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政治因素几乎成为公司的原生属性。 即便是在经济体制改

革之后， 一些政治性、 制度性的因素依然对公司 （尤其是国有公司） 产生着重要影

响。 因此， 在对公司行为决策 （包括融资决策） 进行分析时， 诸如 “政企关系” 等

制度性因素就成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第四， 传统公司融资理论解释框架的核心是融资成本， 不论是早期的公司融资

理论， 还是之后的 “ＭＭ 理论”， 抑或权衡理论， 均是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探讨公司内

源融资、 债务融资及股权融资三者的比重。 公司的融资决策与融资结构决定着融资

成本的高低， 并最终影响着公司价值。 作为理性的经营者， 为了实现公司价值的最

大化， 基于融资成本考量的融资决策就成为公司运营的关键。 因此， 融资成本就是

传统公司融资理论的内在解释逻辑。 回到嵌入性的解释框架上来看， 就其深层逻辑

而言， 与传统融资理论亦有相似之处。 公司通过嵌入其中的金融业关系网络、 上市

公司关系网络及政治性网络便利地获得关系型债务融资， 从而减少或者避免了正常

债务融资所必需的获取融资信息、 维持信贷关系、 获得信用背书等环节中的费用，

实质上也是一种降低融资成本的表现。 因此， 嵌入性框架在解释对公司债务性融资

的激励作用方面， 其根本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营者对融资成本的考量。 但

这种基于融资成本的融资决策与传统融资理论的逻辑又存在显著差异， 嵌入性框架

对融资成本的考察是在开放系统的视角下， 从公司所处的外部组织环境的角度展开，

而并非如传统融资理论仅从孤立的公司内部一些财务指标出发对融资成本进行计算。

此外， 生发于中国独特资本市场的内部制度性嵌入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性融资的约

束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融资成本机制解释。 这种约束作用更多地是大股东等 “内部

人” 基于私人收益而并非整体公司价值的考量， 本文认为这一点亦是嵌入性解释框

架超越传统公司融资理论 “融资成本” 解释逻辑之处。

最后， 由于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耗时巨大， 我们仅选取了北京一地共 ２５０ 家上

市公司作为样本， 尽管样本量不大， 但本文认为该样本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

上市公司的分布情况来看，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后的全部 Ａ 股

上市公司为 ２６６６ 家， 而大部分财务体系完整、 运营稳定， 数据可分析的上市公司

均集中于北、 上、 广三地， 其中， 北京的上市公司数据又是这三地中质量最好的，

因此我们最终选取北京市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 通过一个

全国性的数据对本文的议题进行探讨将是一个更佳的选择， 这也是笔者未来的工

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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