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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
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 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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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管跨体制联结，是指因高管同时兼任国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高管拥有的跨体制联结关系更

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高管、董事或监事成员而在体制

可能有助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其原因

内（ 国有企业场域） 和体制外（ 私营企业场域） 形成

可能有以下三点。

的联结关系。 这种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在我国上市

一是，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可以在相互联

公司中极为普遍，以本文使用的国有上市公司样本

结企业之间直接传递交易信息，进而有助于国有企

为例，在全体样本中约有 ６１．４７％的样本存在高管跨

体制联结关系，接近全体样本的 ２ ／ ３。 从本质上讲，

业将其股权转让给与其存在联结关系的私营企业。
黄速建研究表明，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信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

息不对称带来的“ 道德风险” 和“ 逆向选择” 问题，是

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与

妨碍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而将国

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 那么，国有企业高管具

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更需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

有的这种跨体制联结关系是否会对国有企业混合所

业之间必须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 如果国有企业要

有制改革产生影响呢？

将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至少要了解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私营企业的运营状况、财务状况和购买股权的真实
意图等信息；私营企业也需要了解国有企业的资产

由于我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

状况、利润和现金流状况、担保或负债事项等信息。

即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逐步引入市场化机制和要

由于形成跨体制联结关系的高管同时在国有企业和

素，加之国有企业采取的“ 抓大放小、战略性调整”

私营企业任职，他们不仅能掌握双方企业的产品需

等一系列改革模式，使我国形成了目前由国有企业

求状况和市场发展态势等外围信息，还能掌握双方

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国有企业是

企业的真实管理能力和财务状况等内部信息，有助

属于“ 体制内” 的组织，拥有较强的“ 体制内” 资源，

于加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 国有

享受财政资源调配的体制内倾斜优势；而私营企业

企业高管的跨体制联结关系可以在国有企业和私营

是属于“ 体制外” 的组织， 拥有较强的 “ 体制外” 资
源，其产权的确定性和硬预算约束使其对市场信号
非常敏感。 借鉴边燕杰等关于人际关系场域类型的
界定，高管联结关系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资源体

企业之间搭建起类似于“ 结构洞” 的信息渠道，这种
信息渠道不仅可以传递一般化或普遍化的“ 显性信
息” ，还可以传递差异化或异质化的“ 隐性信息” ，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信

系中呈现三种不同的联结类型：一种是体制内的高

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有助于国有企业将其股权转让

管联结关系，即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高管之间形成

给与其存在联结关系的私营企业。

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是体制内导向的，动用体

二是，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通过改善国有

制内资源的能力较强；一种是体制外的高管联结关

企业对私营企业运行环境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国有

系，即私营企业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形成的联结关

企业将其股权转让给与联结的私营企业环境相似的

系，这种联结关系是体制外导向的，动用体制外资源

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过程充斥

的能力较强；一种是跨体制的高管联结关系，即国有

着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方面由于股权转让过程会涉

企业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形成的联结关系，由于这
种联结关系跨越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
是跨体制导向的，有能力动用两种不同体制的资源。

及众多利益主体，比如股权转让双方的股东 （ 大股
东或小股东） 、管理层、董事会、债权人、雇员等，如

此多的利益主体随时可能让股权转让陷入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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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另一方面，由于股权转让中的私权自治和国家

结企业之间直接传递交易信息，改善国有企业对私

强制的边界模糊，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营企业运行环境的理解，并降低国有股权向私营企

除了规定股权转让的一般规则之外，还在第七十二

业转让中的意识形态障碍，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将其

条第四款规定，“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 因此，本文拟检验如下研究

从其规定” ，这也导致各家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

假设：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

的规定五花八门，实践中股权转让的合约纠纷日益

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其向

频繁。 因此，要缓解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国有企业除了需要透彻了解具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体受让对象的详细情况外，还必须熟识私营企业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规则。 由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属
于不同的管理体制，其运行规则存在较大差异。 比
如，国有企业作为“ 体制内” 企业，管理人员往往有
“ 官气” ，管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官僚作风；而私营企

业较多是家庭或家族企业，管理上往往有家长作风。
如果要将国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高管必须深谙
两种体制的运行规则。 而深谙体制内运行规则的国
有企业高管，如果其同时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那么
会有助于其熟悉私营企业所在的体制外的运行规
则，因此会为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提供良
好的环境信息。
三是，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时存在着
意识形态障碍，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可以为这种股
权转让争取公平的交易环境，进而有助于促成国有
企业向私营企业的股权转让。 关于将国有股权转让
给私营企业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更

高管跨体制联结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

权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比例
越高，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越低。 控制权
变更（ Ｃｏｎｔｒｏｌ）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
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影响到公司控制权变更，那么其
向私 营 企 业 转 让 股 权 的 可 能 性 较 低。 企 业 规 模
（ ｓｉｚ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规
模越大，其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越低。 企
业绩效（ Ｒｏａ）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
企业的企业绩效越差，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
性越高。 Ｈ 股或 Ｂ 股（ ＨＢ）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如果国有企业同时发行 Ｈ 股或 Ｂ 股时，其
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低。 管制性行业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国
有企业属于管制性行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

为形象的表述。 比如，人们在讨论非国有资本参与

能性较低。

“ 旋转门” 、“ 天花板” 等一些词汇来表达政策允许非

结果表明，ＣＳＴ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国

国有资本进入，但实际上难以操作的现象。 因此，有

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

些国有资本垄断或行政垄断的行业，尽管非国有企

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其向私营企业转让

业愿意进入，但还没有真正放开进入的大门。 此外，

国有股权的可能性较大。 这与前文假设预测的结果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时，经常用“ 玻璃门” 、

由于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存

将 ＣＳＴ（ 高管跨体制联结） 变量引入基准模型，

相一致。

在广受诟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因此，在我国国有

进一步测试表明，内部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

企业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会对将

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部

国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非常谨慎，唯恐被人扣上

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没

“ 国有资产流失” 的帽子。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

有显著影响。 在内部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

高管为了避免因低价转让而被别人扣上“ 国有资产

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中，部分高管跨体制联结

流失” 的帽子，并且向“ 不知情” 的外人传递出不存

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全部高管跨体制联结没有发挥

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会索要相对较高的转

显著作用。 在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事件

让价格，但由于实际转让价格高于市场上的真实价

中，高管跨体制联结对没有发生公司控制权变更的

格从而妨碍国有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 本文认为，

股权转让事件的影响更为显著。 如果股权转让导致

相对于没有高管跨体制联结的情况，当国有企业高

了国有企业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国有企业高管在这

管拥有跨体制联结联系时，其同时会考虑私营企业

种情况下的决策会非常谨慎，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

的利益问题，虽然不一定会以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交

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的作用会较为有限，同时不管是

易，但是至少可以降低意识形态的阻碍，使转让价格

管制性行业还是非管制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股权转

回归到市场上合理的价格，进而有助于国有企业将

让，高管跨体制联结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非

其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

管制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相比，管制性行业国有企业

综上，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可以在相互联

４６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４ 卷 总第 １９９ 期

的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

管理学研究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股权的正向影响较强。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股权向私营企
业转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传递信息和缓解意识形态
障碍两种机制发挥作用。 在信息传递机制中，高管
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 “ 交易信息” 和 “ 环 境 信

模型 １ 将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变量

（ Ｓｈａｒｅ＿ｐｒｉｖａｔｅ） 引入基准模型，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与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其他国有企业
相比，国有企业将国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时，股权
转让溢价水平会相对较高。 这一回归结果可能意味

息” 促成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此外，高

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意

管跨体制联结通过有效缓解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

识形态的障碍，即国有企业高管可能担心因推进混

让股权中的意识形态障碍，为股权转让交易提供公

合所有制改革而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因此在

平交易环境，从而促成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的股权

将国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时倾向于索要相对较高

转让。 本文通过以下方法进一步验证上述两种影响

的转让价格。 实际上，国有企业高管是混合所有制

机制。

改革的执行主体，如果这个执行主体主观意愿不强，

（ 一） 关 于 信 息 传 递 机 制 的 进 一 步 探 讨： 基 于
“ 交易信息” 和“ 环境信息” 的考察
本文通过检验存在高管联结关系的两家公司之
间是否更可能发生股权转让，并以此来验证高管跨
体制联结关系通过传递交易信息进而促成国有企业
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为了验证高管跨体制联结是
否通过改善环境信息进而促成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
转让股权，本文从行业层面构造一个国有企业高管

跨体制联结关系的环境信息变量 （ ＣＳ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即在由国有企业高管形成的联结关系中，是否存在

与股权增持方相同行业的联结关系，是为 １，否为 ０。
其中，模型 １ 给出 Ｃ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变量的回归结果，发
现 Ｃ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
有企业高管联结关系的行业环境信息对国有企业向

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 ２ 给出
ＣＳＴ 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 ＣＳＴ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对国有企业向私
营企业转让股权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模 型 ３ 将 ＣＳＴ

变量和 Ｃ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发现两个
变量均显著为正，但是 ＣＳＴ 变量的回归系数由原来
的 ０．１８７ 降至 ０．１３５，说明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在一

那么会严重阻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

模型 ２ 将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变量（ ＣＳＴ）

引入基准模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未能
达到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国有企业高管的跨体
制联结对股权转让溢价并无显著的负向影响。

模型 ３ 将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变量与

高管跨体制联结变量的交互项（ Ｓｈａｒ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ＳＴ）

引入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该交互项变量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与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的情况相比，
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将国有股
权转让给私营企业时索要的较高股权转让溢价会有
显著降低。
上述结果意味着，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股权
转让溢价并无直接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
转让股权索要较高溢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结合模
型 ２ 的回归结果可知，将国有股权转让给私营企业
索要较高的转让溢价，是因意识形态障碍所致。 而
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降低了由意识形态导致的虚高
股权转让溢价，使其转让溢价回归到合理的市场价
格水平，进而促成了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因此，高管跨体制联结关系促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定程度上通过改善行业环境信息进而促成国有企业

是将虚高的畸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市场价格水平，

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

并没有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私利方式来促成混合

（ 二） 高管跨体制联结缓解意识形态障碍：基于
股权转让溢价的考察
基准模型给出了控制变量与股权转让溢价的回

归结果表明，股权转让比例（ Ｒａｔｉｏ） 变量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股权转让比例越大，股权转让溢价越
高；国有股比例（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国企的国有股比例越高，股权转让溢价也
会越高；终极控制人性质（ Ｔｙｐｅ）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企业终极控制人级别越低，其股权转让
溢价水平越高；Ｈ 股或 Ｂ 股（ ＨＢ） 变量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如果公司同时发行 Ｈ 股或 Ｂ 股，则
其股权转让溢价会相对较低；市场化进程（ Ｍａｒｋｅｔ）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所处地区的市
场化程度越高，其股权转让溢价水平也就越高。

所有制改革。

三、结 论
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
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
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
结关系由非独立董事（ 不包括仅在一方公司担任独
立董事的情况） 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
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
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较强。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
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
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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