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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结合 2003—2015 年上市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库,检验了外部大股东

退出威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基于短视行为的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外部大股

东退出威胁的增加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综合利用分样本和中介效

应模型检验影响机制,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有长期外部

大股东的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显

示,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够促进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提高出

口产品质量。 由此表明克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缓解管理层对于短期业绩关注与长期投

资间的冲突是促进效应的潜在影响机制。 本研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以及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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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

步转向创新驱动。 这一背景下,需要提升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发展资本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 现

有研究认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既有正向作用也可能有负面效应,一方面,资本市场有利

于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培育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另一方面,资本市场

也可能会产生负向外部性,如短视行为,阻碍企业做出最优投资决策(He 和 Tian,2013)。 现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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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竞争日益依赖研发、广告、人力和组织资本等无形资产,需要长期持续的投资,因此短视行为

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Edmans,2009)。 如何规避这一问题,促进企业长期竞争力

提升和经济增长,约束管理层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关键。 企业上市进入资本市场,股权得以

流通,其中掌握大量股权的大股东对企业管理层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一些公司治理领域

的理论文献认为,大股东退出威胁有助于企业管理层专注研发、广告等长期投资,能够缓解管理层

对短期利润的关注、克服短视行为(Edmans,2009)。 但鲜有实证文献提供经验依据。 高质量产品

往往被视为一国出口成功和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Amiti 和 Khandelwal,2013),同时也是企业的长

期竞争力所在。 产品质量升级受到研发投入、广告支出等固定投资及其有效性的影响(Kugler 和

Verhoogen,2012),是一个需要牺牲短期利润、持续投资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 ( Bernini 等,
2015),这意味着大股东退出威胁可能通过克服短视行为影响产品质量升级。 但鲜有文献将大股

东退出威胁、短视行为与产品质量升级联系起来。 本文以出口产品质量这一反映企业长期竞争力

的变量作为切入点,实证检验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其影响效应及基于短视行为的影响机制,从而为

相关理论文献提供经验支撑,同时也为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培育竞争新优势提供

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 2003—2015 年我国海关数据库和上市企业数据。 考虑到大股东与管

理层的关联可能会弱化大股东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回归中删除大股东与管理层相关联的观测

值,只保留外部大股东,借鉴 Dou 等(2018)、陈克兢(2019)使用企业股票流动性和大股东竞争程度

的交乘项来衡量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程度。 现实经济中,产品质量无法被直接测度。 近年来,随
着国际贸易微观数据可得,利用贸易品价格、数量等指标使得测度出口产品质量变得可行,
Khandelwal 等(2013)、Fan 等(2015)利用事后需求推断法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基于此,大量文献

研究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和贸易转型升级问题( Fan 等,2015;施炳展、邵文波,2014;祝树金等,
2019;刘啟仁、铁瑛,2020)。 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主要关注出口产品质量,借鉴 Khandelwal
等(2013)、Fan 等(2015)的方法,测算企业 - 产品 - 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用于回归。 结果

表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考虑到回归过程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偏误,以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 PSM-DID 方法估计,以及改变

回归中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指标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进一步,使用分样本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基于短视行为的影响机制。 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更

高的产品,研发投入和广告支出等长期投资需求往往更大(Kugler 和 Verhoogen,2012);长期外部大

股东专注企业长期基本面,其退出更容易被市场解读为关于企业基本面的不利信号,退出威胁更

有助于企业专注研发等长期投资(陈克兢等,2021);高收入国家往往进口更高质量产品(Hallak,
2006),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需要更高的研发、广告等长期投资(Bastos 等,2018)。 因此,
基于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有无长期外部大股东、出口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品质量进行分样

本回归,结果表明,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有长期外部大股东的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

产品质量样本中,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强。 技术创新是中国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曲如晓、臧睿,2019),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且持续的长期投资,需要

克服短视行为(He 和 Tian,2013)。 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创新是

否为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中介渠道,将技术创新区分为技术含量高的发

明类创新(发明专利)和技术含量低的非发明类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结果发现,
发明类创新、非发明类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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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促进了发明类创新,对于非发明类创新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而表明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

创新是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中介渠道,技术含量低的非发明类创新

则不是。 研究表明,克服短视行为、缓解管理层对于企业短期盈余关注与长期投资间的冲突,是外

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有文

献鲜有从管理层行为的角度研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研究表明,克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对于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重要的,拓展了相关领域文献。 第二,为 Edmans(2009)等理论预测提供了经

验依据,认为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有利于克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长期投资。 但鲜有经

验文献检验相关理论。 技术创新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本文研究表明大股东退

出威胁增加能够克服短视行为,促进技术创新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第三,丰富了资本市场影响

实体经济绩效的相关文献。 本文测算了企业 - 产品 - 年份层面的出口质量,并考察了上市企业外

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其影响。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支。 (1)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市

场需求端因素和生产供给端要素来研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市场需求端因素有出口目的地的收

入水平(Hallak,2006)、距离(Feenstra 和 Romalis,2014)、正式制度(余淼杰等,2016)和非正式制度

(祝树金等,2019)等;生产供给端要素有资金( Bernini 等,2015)、技术(曲如晓、臧睿,2019)、人才

(刘啟仁、铁瑛,2020)、中间品( Bas 等,2015)等。 企业管理层决定着资金等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配置,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和绩效,然而鲜有文献关注管理层行为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

响。 (2)关于短视行为的研究。 管理层如果关注企业的短期业绩和股价,则可能会阻碍企业长期

持续投资,产生短视行为(Stein,1989)。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资本市场给管理层带来的短

期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短视行为影响。 如 Acharya 和 Xu(2017)研究表明,企业上市会加剧外部

融资依赖程度低的企业的短视行为,阻碍相关企业的长期创新;Chemmanur 和 Tian(2018)研究指

出,反敌意收购条款会缓解企业管理层的短期压力,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创新;胡楠等(2021)认为管

理层的短视行为会降低企业的资本支出与研发支出,损害企业的长期绩效。 但相关文献主要以国

外文献为主,国内文献较少,且少有文献从大股东退出威胁视角来研究管理层的短视行为。 (3)关
于大股东退出威胁的研究。 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是公司金融学在近年来才兴起的前沿性

研究领域,相关理论文献认为大股东可以通过退出威胁来约束管理层的私利行为,影响企业的投

资决策(Edmans,2009;Edmans 和 Manso,2011)。 基于理论文献,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上市企业管理层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治理效应,提升了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

(Dou 等,2018),降低了代理成本(陈克兢,2019),促进了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陈克兢等,2021)。 但

是,相关文献没有实证研究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产品质量升级依赖研发、广告等固定资本投入,以及这些投入在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有效性

(Kugler 和 Verhoogen,2012)。 这意味着从研发、广告等无形资产投入到产品质量升级,进而获得收

益需要较长时间,企业升级产品质量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投资过程( Bernini 等,2015)。 上市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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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职业生涯担忧、外部声誉影响、偏好平静生活,以及出于资本市场的压

力,如分析师的跟踪、敌意收购等原因,往往会进行短期盈余管理,以达到或超过上年同期盈利水

平或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并且相比于会计行为,管理层更愿意采取减少研发投入、广告支出等真实

经济行为来达到这一目标(Graham 等,2005),从而产生短视现象,不利于长期投资。 退出威胁理

论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约束管理层行为的重要途径。 对于持有企业大量股权的股东而言,
当企业业绩糟糕时,其从股票市场中保留收益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现有价位卖出所持股票。 因此,
为了能在企业业绩糟糕时及时卖出股票,最大化自身收益,持股股东会搜集关于企业业绩的私有

信息,并且持股越多的大股东,这一动机往往越强(Edmans,2009)。 大股东作为具有私有信息的知

情交易者,其卖出股票往往被市场视为不利信号,给股价带来下跌的压力,损害企业管理层的利

益。 为了避免大股东减持企业股票,管理层可能会改善管理和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 Edmans,
2009;Edmans 和 Manso,2011)。 大股东会根据私有信息判断企业的糟糕业绩到底是由较差的基本

面还是长期投资引起,如果是由较差的企业基本面引起,大股东会出售所持股票以获得收益,抑制

股价;而如果是由长期投资引起,大股东则不会出售所持股票,降低因糟糕业绩导致的股价下跌幅

度,使得企业股价反映的是基本面而非短期盈利,从而缓解管理层的短期业绩压力,促使管理层有

更强的意愿进行提升企业基本面的长期投资,如增加研发投入、广告支出等(Edmans,2009)。 当企

业股票流动性较强,大股东容易卖出手中持股时,就会形成退出威胁。 特别地,相比于单个大股

东,多个大股东在卖出股票时,需要彼此竞争以最大化交易收益,这会使得股价更好反映企业的基

本面信息以及管理层对于企业价值所做出的努力程度,提升退出威胁的约束力,促使管理层更加

努力(Edmans 和 Manso,2011)。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假说二:克服短视行为是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潜在机制。
技术创新是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曲如晓、臧睿,2019)。 然而,技术创新是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失败率的长期过程,需要大量且持续的长期投资(Holmstrom,1989),激励创新需

要容忍短期失败,并授予长期回报(Manso,2011),从而意味着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需要

克服短视行为的过程(He 和 Tian,2013)。 Edmans(2009)认为,持有关于上市企业私有信息的大股

东能提升管理层对于短期糟糕业绩的容忍度,有助于克服企业短视行为。 陈克兢等(2021)利用中

国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 由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三: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设立如下回归方程:

quality ig,t +3 = β0 + β1 exit it + β2 liquidity it + β3 bhcom it + β4X it + φ ig + η t + ε igt (1)

其中,下标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g 表示 HS6 位码层面的产品。① quality 为出口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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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为大股东退出威胁;liquidity 为股票流动性;bhcom 为大股东竞争程度;X 为控制变量集。 φ ig表

示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η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 igt表示不可观测的残差项。 借鉴 Moulton(1990),
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自变量变动的层面(企业 - 年份层面)。 考虑到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影响效应

可能需要经历改变管理层行为、企业资源配置、产品生产和销售等一系列过程,本文考察大股东退

出威胁对未来三年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1. 退出威胁( exit)
与现有文献一致,本文将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视为大股东 ( Hope 等,2017 ) 。 借鉴 Hope 等

(2017) ,本文定义持股 5% 以上的管理层(如 CEO、CFO 等)及与管理层有关联的大股东为内部

大股东,与管理层无关的大股东为外部大股东。 由于大股东与管理层的关联可能会弱化退出

威胁的影响,因此回归中只保留外部大股东。 为了识别外部大股东,首先,将存在一致行动人

关系、亲属关系和控股关系的股东视为同一股东,并将这些股东的持股数量进行加总。 然后,
删除大股东中为内部大股东的观测值,从而得到外部大股东。 借鉴 Dou 等 (2018 )使用股票流

动性( liquidity)和外部大股东竞争程度 ( bhcom) 的交互项衡量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 ( exit) 。 其

中,股票流动性( liquidity)借鉴 Dou 等(2018)使用流通股日均换手率衡量。 Edmans(2009)认为

股票流动性激励了大股东收集企业基本面信息的意愿,同时有利于大量减持的实现,因此股票

流动性越高,退出威胁程度越大。 外部大股东竞争程度 ( bhcom) 参考 Dou 等 (2018 ) 的方法计

算。 Edmans 和 Manso(2011)认为,在卖出股票时,多个大股东很难进行协调,需要相互竞争以

最大化自身交易收益,从而使得交易价格反映更多企业信息,提高了退出威胁的程度。 公式如

下:

bhcom it = - 1 × ∑
M

n = 1

block int

block it

æ

è
ç

ö

ø
÷ (2)

上式中,block int为企业 i 在 t 年的第 n 个外部大股东的持股数量,block it为企业 i 在 t 年全部外

部大股东的持股总数量,M 为企业 i 在 t 年拥有外部大股东的总数量。 式(2)是一个赫芬达尔指

数,反映了企业外部大股东的持股集中度,我们将指数乘以负 1,从而表明 bhcom 值越大,大股东间

的交易竞争程度越激烈。
2. 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
本文借鉴 Khandelwal 等(2013),基于需求端的事后推测法来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在消费者最

大化 CES 效用函数的假设下,可得到产品质量测算公式如下:

lnx itg + σlnp itg = ϕg + ϕ t + μ itg (3)

其中,μ itg = (σ - 1) lnq itg;q itg、x itg、p itg分别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 HS6 位码产品 g 的质量、数量和

价格;ϕg 为产品固定效应,ϕ t 为年份固定效应,σ 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因此,出口产品质量为:

quality itg = lnq̂ itg =
μ̂ itg

σ - 1 (4)

借鉴 Fan 等(2015),使用 Broda 和 Weinstein(2006)的产品替代弹性数据计算各 HS2 位码上的

σ 估计出口产品质量,以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
借鉴 Bernini 等(2015),本文控制如下变量。 (1)净资产收益率( roe),以企业净利润除以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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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衡量。 (2)企业杠杆率( leverage),以企业流动负债除以流动资产衡量。 (3)企业人均工资水平

(wage),以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企业职工人数衡量,取自然对数进入回归

方程。 (4)进口中间品( imp),以进口中间品除以企业总中间投入衡量。 (5)企业生产率( tfp),以
LP 方法估计。 (6)企业规模( size),以企业销售收入衡量,取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程。 (7)企业存

续年限(age),以当年年份减成立年份衡量,取自然对数进入回归方程。 (8)民营企业( private),根
据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民营企业为 1,否则为 0。

为消除样本中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 1% 的缩尾处理。
本研究使用 2003—2015 年 A 股上市企业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对于海关数据库,我们首先将月度数据加总到年度数据,并且计算了企业 -
产品(HS6 位码) - 年份层面的贸易数量和贸易单价。 对于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的上市企业数据,我
们删除了 A 股中带有 ST 标识的观测值,并只保留制造业企业。 将上市企业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名

称匹配,并将自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三期处理,删除本文涉及变量缺失的观测值,最后得到用

于回归的企业 - 产品 - 年份层面观测值为 20523 个。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均值为 0. 756。 外部大股东退

出威胁程度( exit)均值为 - 2. 087。 外部大股东竞争程度( bhcom)均值为 - 0. 735,Dou 等(2018)计

算的美国上市企业这一指标均值为 - 0. 535,表明我国上市企业的外部大股东持股更加集中。 股

票日均换手率均值为 2. 914。①

四、 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采用 OLS 方法对基准回归方程式(1)进行估计,表 1 报告了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为出口

产品质量对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股票流动性和外部大股东竞争程度进行回归;第(2)列加入了净

资产收益率、杠杆率两个财务变量;第(3)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第(1) ~ (3)列结果表明,外部

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同时,第(3)列结果还显

示,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更高;企业规

模的回归系数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规模更大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较低,这与张杰

等(2015)的结论一致;企业年限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成立时间越长的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低,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年限越长的企业通过产品质量升级来提升出口竞争

力的动机越弱(张杰等,2015)。

　 　 表 1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2) (3)

exit
0. 036∗∗

(0. 014)

0. 035∗∗

(0. 014)

0. 031∗∗

(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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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展示,结果留存备索。



续表 1

变量 (1) (2) (3)

bhcom
- 0. 081

(0. 079)

- 0. 076

(0. 078)

- 0. 059

(0. 076)

liquidity
0. 018∗

(0. 010)

0. 018∗

(0. 010)

0. 012

(0. 010)

roe
0. 374∗∗∗

(0. 133)

0. 494∗∗∗

(0. 138)

leverage
- 0. 104∗

(0. 054)

- 0. 054

(0. 053)

lnwage
- 0. 007

(0. 040)

imp
0. 141

(0. 183)

tfp
0. 110

(0. 137)

lnsize
- 0. 238∗∗

(0. 114)

lnage
- 0. 200∗

(0. 112)

private
0. 127

(0. 083)

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23 20523 20523

R2 0. 827 0. 827 0. 82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聚类在企业 - 年份层面获得。 ∗、∗∗和∗∗∗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第一,遗漏变量的影响。 尽管式(1)控制了一系列可观测变量和固定效应,但仍然可能面临不

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影响,造成估计偏误。 参考 Altonji 等(2005)、Nunn 和 Wantchekon(2011)等做

法,利用可观测变量来评估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 考虑两组回归,一组是仅加入受约束控制变量

的回归,另一组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 前者的回归系数记为 βR,后者的回归系数记为 βF。
计算比率 | βF / (βR - βF) | ,比率越大,说明不可观测的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影响的可能性就越

小。 这里考虑四组加入受约束控制变量的回归,一组是将出口产品质量对大股东退出威胁单独进

行回归,并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二组是进一步加入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三组和四组分别是表 1 第

(1)、(2)列;一组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为表 1 第(3)列。 得到比率分别为 3. 9 倍、1. 6 倍、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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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7. 8 倍,均大于 1,平均值为 4. 9。① 这意味着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要使表 1 第(3)列结果产生

严重偏误,平均而言,需要的变量数量是已控制变量数量的 4. 9 倍。 由于表 1 第(3)列回归已控制

较多变量,从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对本文结果产生严重估计偏误的可能性较小。
第二,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模型。 虽然前文评估了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估计影响,但并未建立

一个检验因果关系的模型,回归结果仍然可能面临双向因果、样本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误。 始于 2005 年

的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使得非流通股得以在股票市场流通,提升了大股东的退出威胁程度。 借鉴 Hope 等

(2017),使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②

quality ig,t +3 = θ0 + θ1 treat i × post it + θ2 treat i + θ3 post it + θ4X it + φ ig + η t + ε igt (5)

上式中,股权分置改革前有非流通大股东的企业为处理组,设 treat = 1,否则为对照组,设 treat =
0;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观测值设 post = 0,否则设 post = 1。 另外,为了降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二者进行匹配。 借鉴 Hope 等(2017),选
择股权分置改革前一期的企业规模( size)、企业杠杆率( leverage)、净资产收益率( roe)、企业人均工

资水平(wage)、企业生产率( tfp)和民营企业( private)作为匹配变量。 匹配方法为 K 近邻匹配法,
配对比例为 1 ∶ 2。 PSM 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变量的差异均在 10% 以

内,匹配有效。③ 基于配对后的样本,进行 DID 估计的结果可见表 2 第(1)列,结果显示 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较表 1 第(3)列系数(0. 031)大,表明外部大股东退

出威胁增加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由于 DID 的回归结果十分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我们进行

了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回归并未违反这一假设。④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PSM-DID 回归 产品价格 σ = 5 计算产品质量 标准化的产品质量

exit
0. 019∗∗

(0. 009)

0. 027∗∗

(0. 013)

0. 002∗

(0. 001)

treat × post
0. 142∗∗

(0. 0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996 20523 20523 20523
R2 0. 802 0. 957 0. 819 0. 912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借鉴 Fan 等(2015)使用 σ 等于 5 来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借鉴 Bas 和 Strauss-Kahn(2015)使用

出口产品价格来代理出口产品质量,作为稳健性检验。 表 2 第(2)、(3)列分别报告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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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当比率大于 1 时,意味着需要不可观测变量数量至少是可观测变量数量的 1 倍以上,此时估计受不可观测变量影响较小

(Altonji 等,2005) 。
这里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建议。
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展示,结果留存备索。
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未展示,结果留存备索。



此外,利用 Khandelwal 等(2013)测算的出口产品质量可能面临跨期、跨产品难以比较的困扰,这里

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以达到可以跨期、跨产品比较的目的,
并用于回归,表 2 第(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在 5% 的统计水平下,外部大

股东退出威胁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价格。 第(3)、(4)列回归结果显示,外部大股东退出

威胁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综上所述,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因此,基于表 1、表 2 的结果,假说一成立。

五、 基于短视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本部分使用分样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两种方法来检验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的短视行为机制,以使机制检验结果更准确和稳健。
(一)分样本回归检验

1.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与出口产品质量

质量差异化程度越高的产品,研发投入和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往往越大 ( Kugler 和

Verhoogen,2012)。 从而,相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上市企业管理层削减研发投入和广告

支出等短视行为对于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的影响可能更大。 因此可预期,相对于质量差异化

程度低的产品,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会更多提升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的质量。 借鉴

Manova 和 Zhang(2012),使用研发投入与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衡量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
数据来源于 Kugler 和 Verhoogen(2012),该文使用美国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ISIC(Revision 2)4 位码

层面的研发投入与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 由于质量差异化反映的是产品内在特性,受国别影

响较小(Manova 和 Zhang,2012),因此可以直接使用。 在得到 ISIC(Revision 2)4 位码层面的数据

后,将之与 HS6 位码进行匹配,从而得到 HS6 位码层面的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 另外,借鉴

Khandelwal(2010),使用产品质量梯度来衡量质量差异化程度,为了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样

本初期一产品内质量最大值减质量最小值来获得质量梯度。 回归中,以研发投入和广告支出占销

售收入比重、产品质量梯度的中位数进行分样本,高于中位数的产品视为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

品,低于中位数的产品视为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 为了检验两组样本间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借鉴连玉君等(2010),使用 Bootstrap 法重复 300 次计算检验统计量“经验 P 值”,检验原假

设为 H0 :d = 0,即两组样本间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报告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相对于

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会更多地提升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的质量。①

　 　 表 3 机制检验:分样本———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

变量

(1) (2) (3) (4)

研发投入与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产品质量梯度

高差异化程度产品 低差异化程度产品 高差异化程度产品 低差异化程度产品

exit
0. 065∗∗∗

(0. 024)

0. 014

(0. 016)
0. 032∗∗

(0. 015)

0. 020

(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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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以研发投入与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产品质量梯度的 75 分位数进行分样本回归,以质量标准差作为产品质

量差异化程度指标进行检验,结论不变。 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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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量

(1) (2) (3) (4)

研发投入与广告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产品质量梯度

高差异化程度产品 低差异化程度产品 高差异化程度产品 低差异化程度产品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748 7242 16268 4255

R2 0. 846 0. 788 0. 827 0. 805

经验 P 值 0. 000∗∗∗ 0. 000∗∗∗

2.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外部大股东类型与出口产品质量

不同类型的外部大股东,其退出威胁可能存在差异。 陈克兢等(2021)将外部大股东分为短期

型、长期型和其他型三类。 短期型大股东往往追逐短期股价收益,持股时间较短,退出可能会影响

短期股价,但对企业长期基本面影响较小。 长期大股东持股时间较长,专注企业长期基本面,其退

出更容易被市场解读为关于长期基本面的不利信号,另外长期大股东与持股企业可能不单是简单

的财务投资关系,更可能是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退出不仅会影响企业股价,而且可能会影响企业

未来业务发展,因此其退出威胁有助于企业专注研发等长期投资。 可以预期,相对于无长期大股

东的企业,有长期大股东的企业的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会更多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借鉴陈

克兢等(2021),将外部大股东中的一般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视为

长期大股东。 回归中,将样本划分为有长期外部大股东企业和无长期外部大股东企业。 表 4 第

(1)、(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有长期外部大股东的企业样本中,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

增加更显著地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表 4 机制检验:分样本———外部大股东类型与出口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品质量

变量

(1) (2) (3) (4)

外部大股东类型 出口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品质量

有长期大股东 无长期大股东 高收入国家 非高收入国家

exit
0. 030∗

(0. 016)

0. 020

(0. 022)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企业 -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630 7221 17675 28981

R2 0. 843 0. 875 0. 843 0. 847

经验 P 值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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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出口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品质量

高收入国家倾向进口高质量产品(Hallak,2006;Feenstra 和 Romalis,2014)。 Manova 和 Zhang
(2012)发现中国企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了更高质量的产品。 同时,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往往

需要更多研发、广告等长期投资(Bastos 等,2018)。 可以预期,相比于出口到非高收入国家的产品,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更多地提升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 基于 Khandelwal 等(2013)的

方法,本文计算了企业 - 产品 - 国家 - 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然后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2014),将企业 - 产品 - 国家 - 年份层面的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并以企业 - 产品 - 国家 - 年份

层面出口价值量占企业 - 国家 - 年份层面出口价值量的比作为权重加总得到企业 - 国家 - 年份

层面出口产品质量。 将 OECD 国家视为高收入国家,非 OECD 国家视为非高收入国家,进行分样

本回归。 回归方程中,等式左边为未来三期的企业 - 国家 - 年份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右边为外部

大股东退出威胁程度( exit)、股票流动性( liquidity)、外部大股东竞争程度( bhcom)、式(1)中控制变

量集 X、企业 - 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可见表 4 第(3)、(4)列。 结果显示,外部大股

东退出威胁增加更大程度提升了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①

(二)中介效应模型

这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否为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促进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中介渠道。 由于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也是一个反

映企业克服短视行为的过程 ( He 和 Tian,2013;Chemmanur 和 Tian,2018)。 借鉴曲如晓和臧睿

(2019),本文使用专利申请数量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为了考察不同技术含量的创新在外部大股东

退出威胁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将创新专利分为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 iapply)
和技术含量低的非发明专利(duapply,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两类,在回归中加 1 取自然

对数。 借鉴温忠麟等(2004),这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quality ig,t +3 = a0 + a1 exit it + a2 liquidity it + a3 bhcom it + a4X it + φ ig + η t + ε igt (6)

lnapply i,t +2 = b0 + b1 exit it + b2 liquidity it + b3 bhcom it + b4X it + φ i + η t + ε it (7)

quality ig,t +3 = c0 + c1 exit it + c2 liquidity it + c3 bhcom it + c4X it + c5 lnapply i,t +2 +
φ ig + η t + ε igt (8)

以上方程中, lnapply 为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分为发明专利 ( lniapply) 和非发明专利

( lnduapply)两类。 考虑到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企业专利申请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式(7)的被

解释变量为未来两年的专利申请数量。 其他变量为前文所述。 表 5 报告了回归结果。
表 5 第(1)列报告了式(6)[即式(1)]的回归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第(2)、(3)列的回归结果

对应式(7),分别以发明专利数量( lniapply)、非发明专利数量( lnduapply)作为因变量,可以看到,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 exit)的回归系数在第(2)列中显著为正,表明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只会

显著促进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创新能力提升。 第(4)、(5)和(6)列的回归结果对应式(8),其中第

(4)、(5)列分别控制了发明专利数量( lniapply)、非发明专利数量( lnduapply),第(6)列同时控制了

发明专利数量( lniapply)和非发明专利数量( lnduapply)。 第(4)列中发明专利数量的回归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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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析师跟踪人数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同样支持短视行为机制。 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

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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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回

归系数(0. 025)相较于第(1)列中的回归系数(0. 031)更小。 第(5)列中非发明专利数量、外部大

股东退出威胁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0% 和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6)列中发明专利数量、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回归系数仍分别在 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非发明专利数量

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变得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发明类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外部大股东退出威

胁增加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中介渠道,而非发明类技术创新不是。 因此,外部大股东退出威

胁增加有利于企业克服短视行为,专注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创新投资,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结合表 3 ~ 表 5 结果,本文假说二成立。 同时,表 5 结果表明,本文假说三成立。

　 　 表 5 机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变量
(1) (2) (3) (4) (5) (6)

quality lniapply lnduappl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exit
0. 031∗∗

(0. 013)

0. 043∗

(0. 023)

0. 031

(0. 024)
0. 025∗

(0. 014)

0. 028∗∗

(0. 014)

0. 025∗

(0. 014)

lniapply
0. 032∗∗

(0. 013)

0. 028∗∗

(0. 014)

lnduapply
0. 019∗

(0. 011)

0. 009

(0. 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产品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23 4001 4001 18780 18780 18780

R2 0. 828 0. 822 0. 814 0. 834 0. 834 0. 83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中第(1) 、(4) 、(5)和(6)列聚类在企业 - 年份层面获得,第(2) 、(3)列聚类在企业层面获得。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03—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上市企业外部大股东退出威

胁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检验了基于管理层短视行为的影响机制。 本文结论表明,外部

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增加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 进一步,使用分样

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影响机制。 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有长期

外部大股东的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样本中,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促进效应更

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发明类创新(发明专利)、非发明类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

计专利)都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只对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

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技术含量高的发明类创新是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影响出口产品

质量提升的中介渠道。 因此,克服短视行为、协调企业管理层行为向关注长期利益的股东偏好趋

于一致,是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制。
本文研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一定的政策启

示和建议。 第一,提升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重视克服资本市场带来的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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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如短视行为。 第二,重视管理层行为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作用。 克服管理层的私

利和短视行为,激励企业不断增加研发、广告等方面的长期投资,这对于产品质量升级至关重要。
第三,上市企业应防止股权过度分散。 大股东退出威胁有利于企业进行长期投资,这意味着过度

分散股权的代价是短视行为,上市企业应防止股权的过度分散,保证大股东对管理层具有强有力

的退出威胁程度,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短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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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holders Exit Threat, Myopic Behavior,
and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TANG Chao, ZHU Shujin (Hunan University, 410079)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firms from 2003 to 2015 and the customs datab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xit threat of outside blockholders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nd how their myopia
exerts the effect. It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in exit threats made by outside blockholders significantly and steadily
promoted the quality upgrading of export products. Using the sub-sampl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mechanism,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was more obvious for
products with a high degree of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firms with long-term outside blockholders, and products
exported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exit threats made by
outside blockholders coul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high-tech inventions and innova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Thus, it shows that overcoming the myopic behavior of management and allevia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managements short-term interest concerns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are potential factors for
the promotion effect. This study ha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 to better serve the real
economy and cultivat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expor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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