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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

《物权法》、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

祁怀锦 万滢霖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16年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和《物权

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低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

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高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

资约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全样本下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

间呈U型关系。然后,检验了2007年《物权法》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物权法》实施后,企

业现金流敏感性下降。同时,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置于《物权法》背景下研

究,发现《物权法》削弱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而验证了《物权法》的间接外

部治理效应。这些结果说明,《物权法》对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及减少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

融资依赖发挥了显著的公司外部治理效应。这对企业集团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积极作用,进一步完

善《物权法》,从而更大限度地缓解融资约束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物权法》 债权人保护 内部资本市场 融资约束

一、引言

现实融资过程中的摩擦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高于理论成本,从而迫使企业更多地

依赖内部融资,即融资约束(Myers& Majluf,1984)。我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信贷市

场尤其是融资工具不发达,在缺乏可靠的契约基础和信息环境的情况下,企业集团倾向于通过构建

内部资本市场实现资本配置功能以缓解融资约束。已有文献发现内部资本市场对外部融资具有替

代效应(Desaietal,2004)。万良勇、魏明海(2009)通过研究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银行债务

融资的影响,发现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可以部分替代银行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成员公司的融资负

担。黄志忠、谢军(2014)也发现我国民营企业集团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替代区域金融市场发挥资本配

置作用。但是,内部资本市场也存在着“黑暗面”(DarkSide),如双层代理、交叉补贴、寻租等问题,不
仅没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反而导致多元化企业融资约束的加重。即对于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不

同的企业而言,其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内部资

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法律制度是改善物权保护水平进而影响金融信贷发展的重要因素(Djankovetal,2007)。2007

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本文简称《物权法》),该法

于2007年10月1日生效。《物权法》增强了对债权人的权利及抵押物的保护力度,扩大了抵押资产

范围,促进了应付账款形式的商业信用快速增长,提升了债权人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带来了外部融资

的增长(钱雪松、方胜,2017)。缺乏《物权法》的基本规则和框架,《破产法》等法律也难以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而目前有关《物权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影响,鲜有文献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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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视角切入,对《物权法》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研究《物权法》是否会对企

业融资约束及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往文献对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基于

外部环境和公司特征的差异分析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试图从连续

变量角度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基于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核密度函

数图,将样本分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和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两个子样本,分别研究这两个子

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此来体现不同活跃程度的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

约束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在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

约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

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

在区间效应,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第二,由于法律制度变革中自然实验的稀缺性,现有文献大多

使用跨国或跨省等区域数据检验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少数研究尝试使用外生法律

变革经验证据研究“法与金融”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在《物权法》颁布后公司现金流敏感性下降。同

时,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置于《物权法》背景下研究,发现《物权法》削弱了内

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验证了《物权法》的间接外部治理效应。研究结果

表明,《物权法》在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减少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依赖中发挥了显著的外

部治理效应。这对企业集团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物权法》,进而更大限度地缓

解融资约束均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从Alchian(1969)和 Williamson(1975)提出内部资本市场概念以来(即企业内部各部门围绕

资金展开的竞争性活动),有关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内部资本市场的影

响因素及测度方法;二是关注内部资本市场的作用结果,包括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的相互

关系。较早的研究大多从内部资本市场产生与发展的角度,研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内部及外部资源

带来的影响。围绕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关注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也较多。Desaiet
al(2004)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尤其是外部融资受限的子公司会使用其母公司债务替代外

部债务。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多钱效应”(MoreMoneyEffect)(Hadlocketal,2001)和“活钱效应”
(SmarterMoneyEffect)(Stein,1997)。从本质上讲,内部资本市场更多依赖权威、层级和定价机制

对资源进行分配;而外部资本市场更多依赖定价机制,配置方法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差异化的配

置结果。随着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深入,相关文献从公司治理(吴成颂,2011)、公司绩效(张会丽、吴
有红,2011;郑国坚等,2016)、关联交易(陈艳利等,2014)、现金持有(蔡卫星、胡志颖,2016)、激励政

策(龚志文、陈金龙,2017)、风险传导(纳鹏杰等,2017)、组织结构(危平、杨明艳,2017)等方面展开研

究。个别研究还涉及内部资本市场的间接影响,比如企业研发(黄俊、陈信元,2011)、企业创新(王超

恩等,2016)、均衡资本配置模型(钱雪松,2013)等。
聚焦于探讨法律保护的文献可归为两类:一是基于法律保护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二是基于法律

保护的作用机理的研究。法律保护程度对一国金融市场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LaPortaetal
(1997)分析了49个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对

投资者保护越充分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市场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人均更多的上市公司数量以及更

大的信贷市场。具体经济后果还包括降低信息不对称(汪毅慧等,2003)、抑制大股东掏空(王鹏,

2008;许金花等,2018)、改善公司负债(Choetal,2014;江伟、姚文韬,2016;Shahetal,2017;钱雪松、
方胜,2017)以及促进企业创新(Acharya&Subramanian,2009;顾弦,2015;鲁桐、党印,2015)等。此

外,也有学者从公司治理(Chenetal,2009)、异常回报(Hagendorffetal,2008)、企业价值(Hughes,

2009;Agrawal,2013)角度进一步考察了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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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如何影响一国金融运行及其作用机理,而国外研究主要是通过不同国家样本分析国家层面投

资者法律保护的经济后果。Leuzetal(2003)以3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盈余管理的系统性

差异,发现较强的法律保护限制了内部人获取私利的可能性,抑制了其掩盖公司业绩的动机。

Hughes(2009)基于12个西欧国家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会调整控制权结构以弥补投

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所面临的价值下跌风险。
从国内外有关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包括 Alchian(1969)、Wil-

liamson(1975)、Stein(1997)、Houstonetal(1997)、Shin & Stulz(1998)、Matsusaka& Nanda
(2002)、Campello(2002)和韩亮亮等(2008)在内的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资本市场可以缓解信

息不对称、完善监管激励机制和放松融资约束,从而提高内部资本配置效率。黎来芳等(2009)发现,
集团化运作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民营企业会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然而,另一些研究

表明,拥有内部资本市场的公司往往拥有更多现金流,因此更有可能产生低效的过度投资或出现“平
均主义”现象,进而加重企业融资约束(Langetal,1995;Berger& Ofek,1995;Harford,1999;

Scharfstein&Stein,2000;Rajan,2000)。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之一是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难以直接观察、指标衡量方法存在差异且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差异可能会影响内部资本市场对企

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连续变量视角对内部资本市

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检验。
以《物权法》作为自然实验研究法律保护对金融市场尤其是企业信贷方面的影响的文献并不多

见。Berkowitzetal(2015)指出,2007年《物权法》不但赋予债权人扣留私企贷款所用抵押物的权利,
而且在清算过程中债权人能够率先获得赔偿,显著增强了债权人的保护,提升了债权人的投资意愿,
进一步促进外部融资的增长。随后,江伟、姚文韬(2016)从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上

市公司的供应链金融,证实《物权法》颁布后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得到显著增长。钱雪松、方胜(2017)
进一步指出,《物权法》不仅将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存货纳入抵押资产范围,还明确应收账款和基

金份额等资产权利可以合法出质,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增加向企业提供流动性资产抵

押贷款。这些研究基本上是集中于分析《物权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影响,鲜有文献从内部资本

市场视角切入,对《物权法》实施的间接效果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检验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物权法》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影响及对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间接影响,从而补充了有

关《物权法》外部治理效应的研究。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

《物权法》带来的公司外部治理效应,包括《物权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影响及《物权法》对内部资

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间接影响。
(一)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是内部资本市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自从内部

资本市场概念提出以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元化、内部资本市场有效性以及融资约束。首先,公
司总部具有关于每个细分市场投资前景的充分信息,能够有效避免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所面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总部凭借高质量信息进行跨部门资本配置,即“赢家挑选活动”。集团成员之

间及集团不同业务之间的现金流能够互补以实现资金规模经济效应,财务公司资金结算职能、贷款

业务职能以及担保业务职能显著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集团多个成员的共同保险作

用可以增强各自信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结构,有效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内部资本

市场的业务多元化特征往往会带来“声誉效应”,使其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综上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内部资本市场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敏感性。
基于以上阐述,对于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低的企业而言,为了实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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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程度获得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股东会抑制自身的掏空行为。因此,随着内部

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不断提升,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被集中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分部业务当中,同时

分部的优势持续得到总部的赋权,在迭代中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在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相对

较低时,随着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上升,企业融资约束会下降。但是,在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

度相对较高时,企业整体融资能力较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股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
能不会再将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用于缓解融资约束,而是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进行掏空。同时资

金交易规模上升和交易类型多元化使投资者更难实现有效的监督,为大股东掏空和过度投资行

为提供条件。因此,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较高时,伴随着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继续上升,
其会不断加重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假设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在一定水平下,伴随着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上升,企业融资约束会下降,但一旦超越了

这一临界点,对于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会加重企业融资约束。综上,本文提

出如下假说:
假说2: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低时,内

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高时,内部资本

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二)《物权法》保护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和法律执行力度能够为债权人保护提供稳固的支持,有效地改善宏观层面

的经济运行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融资状况。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完善表现为债券市场供给充裕,企业

债务融资和杠杆率上升;另一方面,体现为长期借款规模和比率的增加。同时,有大量文献表明良好

的法律环境可以改善公司治理、降低权益融资成本、优化债务分配以及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物权

法》不但赋予债权人扣留私企贷款所用抵押物的权利,而且在清算过程中债权人能够率先获得赔偿,
显著增强了债权人的权利,提升了债权人的投资意愿,进一步促进外部融资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
《物权法》不仅将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存货纳入抵押资产范围,还明确应收账款和基金份额等资产

权利可以合法出质,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增加向企业提供流动性资产抵押贷款。此

外,《物权法》明确应收账款可以出质进行负债融资,增大了企业事后对应收账款的处置空间和灵活

性,促进应付账款形式的商业信用快速增长。综上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物权法》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物权法》对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影响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在融资渠道较为狭窄的金融市场中,企业内部信息很难被投资者准确

及时地获得,导致投资者决策的错配和失当。这就意味着从投资者角度而言,法律上能够给予的保

护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投资意愿及方式,也间接影响了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从委托代理理

论来看,内部资本市场被质疑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集团总部不是剩余控制权的最终所有者,集团

总部不能充分代表股东的利益,而是更关注其自身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集团总部和部门经理都在追

求部门利益最大化,集团总部和部门经理之间的私下交易会导致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失,降低企业外

部融资效率。当《物权法》对企业外部融资发挥积极作用时,投资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监督意愿程度

会更强,更有动力去监督其内部治理,包括由于代理问题所导致的过度投资和掏空行为。同时,债权

人能通过监督深入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资源配置,更愿意为企业提供更灵活优惠的融资条款,在降

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当管理者预期到外部投资者的行为时,为了

获取外部投资者的信任,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外部资金,就会对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
即《物权法》的外部治理效应能够提升企业融资效率,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依赖程度会因《物
权法》的外部治理效应而有所减弱,内部资本市场对于外部资本市场具有替代效应。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假说4:《物权法》会削弱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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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16年的数据,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

上市公司;(2)由于随后的分析需要使用上一年度的可比数据,因此剔除了上市时间少于一年的数

据;(3)剔除其他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最终获得17906个样本观测值。对主要连续型变量在上下

1%处进行 Winsorize处理以排除异常值干扰。同时,在所有回归中对标准误进行公司维度的Clus-
ter处理以控制潜在自相关问题,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和万得(Wind)金融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

本文设置了以下实证模型以验证研究假说:第一,为了检验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

响,本文借鉴Almeidaetal(2011)建立模型(1):

ΔCashHoldingsi,t =β0+β1ICMi,t·Cashflowi,t+β2ICMi,t+β3Cashflowi,t+β4Eqfini,t

+β5Qi,t+β6Tangibilityi,t+β7Sizei,t+β8Levi,t+β9Blocki,t

+β10Independencei,t+β11Statei,t+Industry+Year+εi,t (1)

其中,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β3 度量融资约束,关键解释变量为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

(ICM)。预期现金流敏感性β3 的系数为正,即公司在样本期间内都存在融资约束。同时β1 的系数

为负,说明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加入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的主要控制变量。
第二,现有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改善融资约束,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和代理问题,没有

发现通过区间效应解释内部资本市场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按照内部资本市场活跃

程度划分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两组样本,检验这两个子样本下内部资

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第三,基于模型(1),在全样本下及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与内部资本低活跃度两个子样本下分

别检验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检验假说2,即上述所检验出的内部资本市

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 U型关系。据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内部资本

市场活跃程度二次项进一步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ΔCashHoldingsi,t =β0+β1ICMi,t·Cashflowi,t+β2ICM2
i,t·Cashflowi,t+β3ICMi,t

+β4Cashflowi,t+β5Eqfini,t+β6Qi,t+β7Tangibilityi,t

+β8Sizei,t+β9Levi,t+β10Blocki,t+β11Independencei,t

+β12Statei,t+Industry+Year+εi,t (2)

第四,本文参考以往文献(Berkowitzetal,2015)建立模型(3)检验《物权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

影响。

ΔCashHoldingsi,t =β0+β1PRLi,t+β2Cashflowi,t+β3PRL·Cashflowi,t

+β4Eqfini,t+β5Qi,t+β6Tangibilityi,t+β7Sizei,t

+β8Levi,t+β9Blocki,t+β10Independencei,t

+β11Statei,t+Industry+Year+εi,t (3)

其中,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β2 度量融资约束,解释变量PRL 为哑变量,如果t年处于

《物权法》颁布后,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3,按照样本是否具备内部资本

市场,将样本分为两组,检验两组样本下,《物权法》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预期现金流敏感性β2 的系数为正,即公司在样本期间内都存在融资约束。同时,β3 的系数为负,说
明《物权法》能够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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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由于《物权法》于2007年颁布,我们将我国A股上市公司按照《物权法》颁布前和颁布后分

为两组样本以检验假说4。具体模型为:

ΔCashHoldingsi,t =β0+β1Groupi,t+β2Cashflowi,t+β3Group·Cashflowi,t

+β4Eqfini,t+β5Qi,t+β6Tangibilityi,t+β7Sizei,t+β8Levi,t

+β9Blocki,t+β10Independencei,t+β11Statei,t

+Industry+Year+εi,t (4)

其中,解释变量Group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i在第t年具备内部资本市场,则取值为1,否则为

0。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4,按照样本是否处于《物权法》颁布后,将样本分为两组,检验两组样本下,
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关系是否存在差异。预期现金流敏感性β2 的系数为正,

即公司在样本期间内都存在融资约束。同时β3 的系数为负,说明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帮助企业缓解

融资约束。
(三)变量定义

1.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衡量。从以往有关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来看,对内部资本市场的

度量主要有相对价值增加法(Rajanetal,2000)、Q敏感性法(Peyer&Shivdasani,2001)和内部资金

往来程度(黄志忠、谢军,2014)等。因为企业集团内部资金往来程度能够客观地反映内部资本市场

的融资机制及其活跃度,我们参照黄志忠、谢军(2014)采用企业集团内部资金往来程度这一连续变

量度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通过关联方应付金额和关联方应收金额总和除以年末总资产衡

量)。同时,由于中国企业为了实现资本运作常常设立复杂的控制链条进行交叉持股,各公司的母公

司是否设立财务公司能直观地反映公司是否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所以,本文采用各公司的母公司是

否设立财务公司作为内部资本市场的衡量指标。按照中国财务公司协会(ChinaNationalAssocia-
tionofFinanceCompanies)所提供的中国财务公司名单搜索该财务公司所隶属母公司,通过财经网

站官方披露的母公司旗下上市公司名单,以此类推,最终得到内部资本市场哑变量数据。

2.企业融资约束的衡量。目前国内外度量外部融资约束的两个主流实证框架分别是投资-现

金流敏感性模型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被认为和融资约束之间可能既

不存在充分关系也不存在必要关系。在此基础上Almeidaetal(2011)提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

型并日益受到关注,即企业现金资产持有量的变化与现金流的正向关联是企业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问

题的证据,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正且数值越大,则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因此,本文在主回归

选取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投资-现金流

敏感性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Berkowitzetal,2015;钱雪松、方胜,2017),在回归分析过程中从

公司特征及公司治理方面控制了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固定资产比

例、股权融资规模、国有产权性质、董事会独立性、公司成长性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同时,我们还控

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表1列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及界定方式。
(四)企业负债的时间趋势图

本文将样本分为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和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分别计算2001-2016
年两组企业流动负债、长期负债的均值取自然对数,在此基础上绘制时间趋势图,实线为具备内部资

本市场的样本,虚线为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如图1所示)。其一,对于流动负债,两组样本在

《物权法》颁布之前呈现相同的增长趋势;《物权法》颁布后,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流动负债维

持了原有的增长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流动负债增长速度明显变化,两组

样本流动负债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其二,对于长期负债,《物权法》颁布之前与具备内部资本市场

样本相比,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的长期负债规模相对较小。《物权法》颁布后初期两组样本长期

负债增长速度明显变化。这初步表明,《物权法》促进了两组样本长期负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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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现金持有变化 ΔCashHoldings 公司现金持有的变化

《物权法》 PRL 虚拟变量,第t年是否处于《物权法》颁布之后,是取1,否则取0

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 ICM 企业集团内部资金往来程度:关联方应付金额加应收金额之和除以年末总资产

内部资本市场 Group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具有内部资本市场,是取1,否则取0

经营现金流量 Cashflow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股权融资规模 Eqfin 吸收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取自然对数

公司成长性 Q 公司股权市场价值加负债账面价值之和除以总资产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比例 Tangibility 固定资产除以年末总资产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

大股东持股比例 Block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endence 第t年独立董事比例

国有企业 State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是取1,否则取0

图1 流动负债、长期负债的规模趋势

(五)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模型中涉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对全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当Group 等于0(企业

不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时,《物权法》颁布前后企业Debt(企业总负债规模均值取自然对数)由39.00
上升至42.40;当Group等于1(企业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时,《物权法》颁布前后Debt由41.66上升

至45.04,说明《物权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负债融资增长。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均值是

0.27,但是与最大值2.65相比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说明我国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仍然处于较低

位的水平。在主要控制变量方面,上市公司托宾Q 值为1.87,最大值达到10.42,说明样本公司市场

价值在资本市场上多数处于被低估状态。企业固定资产比例为0.23,说明样本企业的资产结构较为

稳定。企业规模均值达到21.70,标准差为1.33,说明样本公司规模上存在一定差异。负债水平均

值为0.48,说明样本公司平均债务融资将近占总资产的一半。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是0.37,说明大

股东股权相对集中。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0.36,说明样本中独立董事人数达到董事会总人数的

36%。股权性质均值为0.32,说明32%的样本属于国有企业。
表3列示了各子样本描述性统计及组间比较结果,组A列示按照是否具备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分

组后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组B汇报了针对是否具备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分组后各个变量的T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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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进一步的组间差异检验显示,与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相比,具
备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规模、负债率和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更高(p<0.01)。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50%分位值 最大值

ICM 17906 0.27 0.28 0.00 0.19 2.65

Q 17906 1.87 1.71 0.12 1.36 10.42

Cashflow 17906 0.06 0.07 0.01 0.05 7.27

Tangibility 17906 0.23 0.18 0.00 0.20 0.75

Size 17906 21.70 1.33 18.68 21.52 26.47

Lev 17906 0.48 0.25 0.05 0.48 1.24

Block 17906 0.37 0.15 0.08 0.36 0.76

Independence 17906 0.36 0.05 0.25 0.33 0.57

State 17906 0.32 0.47 0.00 0.00 1.00

Debt

Group

0

1

方差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颁布前 颁布后 颁布前 颁布后 颁布前 颁布后 颁布前 颁布后

0.30 1.74 38.50 38.52 39.00 42.40 39.33 44.95

0.85 1.18 40.27 40.36 41.66 45.04 42.44 46.77

  
表3 各子样本描述性统计及组间比较结果

组A:各子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Group=0 Group=1

平均值 50%分位值 平均值 50%分位值

Q 1.99 1.46 1.41 0.97

Cashflow 0.07 0.04 0.07 0.04

Tangibility 0.22 0.18 0.27 0.23

Size 21.48 21.36 22.50 22.28

Lev 0.47 0.46 0.55 0.55

Block 0.36 0.34 0.42 0.42

Independence 0.36 0.33 0.36 0.33

State 0.25 0.00 0.51 1.00

组B:组间比较

变量
Group=0与Group=1

T统计量 Z统计量

Q 10.05*** 24.47***

Cashflow -1.36*** -2.82***

Tangibility -13.79*** -12.51***

Size -28.00*** -29.06***

Lev -17.95*** -15.68***

Block -24.28*** -24.37***

Independence 6.93*** 7.44***

State -28.14*** -29.8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五、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然后验证了《物权法》带来的外部治理效

应,包括《物权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影响及《物权法》实施前后内部资本市场和融资约束之间的

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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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说1的检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为了检验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度量企业融

资约束,采用企业集团内部资金往来程度度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同时,为了检验不同内

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差异,本文通过观察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核密度函

数图(如图2所示),基于其分布特征将样本划分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与高活跃度两个子样本。
其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小于1的样本划分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

大于1的样本划分为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从表4第(1)列全样本回归结果可知,ICM·Cash-
flow 的系数为-0.15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验证了假说1。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内部资本市场

低活跃度与高活跃度两个子样本之后,分别检验每个子样本下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

束之间的关系。从表4第(2)列可以看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

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4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于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

样本而言,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表4第(3)列可以看出,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样

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16,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

于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样本而言,内部资本市场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上述结果说明,当内部资本

市场活跃程度处于不同区间时,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假说2的检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具有区间效应

为了检验假说2,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二次项,即模型(2),通过

二次项系数来验证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区间效应,结果如表4第

(4)列所示。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31,且在1%的水平下

显著,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二次项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10%的水平下

显著。说明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这验证了假说2。

图2 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核密度函数图

注:核密度函数基于Gaussian函数的非参数方法估计得到。

表4 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低活跃度样本
(3)

高活跃度样本
(4)

全样本

ICM·Cashflow
-0.155***
(-3.63)

-0.242***
(-3.97)

0.016*
(1.81)

-0.231***
(-4.90)

ICM2·Cashflow
0.014*
(1.85)

ICM -0.008*
(-1.72)

-0.013**
(-2.11)

-0.007
(-0.58)

-0.00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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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变量
(1)

全样本
(2)

低活跃度样本
(3)

高活跃度样本
(4)

全样本

Cashflow
1.379***
(16.97)

-0.118
(-0.18)

1.197***
(11.57)

1.454**
(1.97)

Eqfin
0.010**
(1.97)

0.010*
(1.93)

0.004
(0.76)

0.010*
(1.96)

Q
0.001
(0.70)

0.001
(0.73)

-0.005
(-1.29)

0.001
(0.57)

Tangibility
2.281***
(14.21)

2.227***
(12.44)

2.348***
(12.16)

2.410***
(14.27)

Size -0.029*
(-1.76)

-0.027
(-1.64)

-0.048**
(-1.98)

-0.038*
(-1.70)

Lev
-0.066
(-0.93)

-0.081
(-1.04)

0.124***
(2.90)

-0.070
(-0.95)

Block 0.004*
(1.84)

0.004*
(1.83)

0.001
(1.01)

0.004*
(1.84)

Independence
-0.077
(-0.60)

-0.088
(-0.69)

0.232
(1.24)

-0.060
(-0.46)

State
0.096
(1.52)

0.100
(1.54)

-0.014
(-0.47)

0.095
(1.51)

Constant 0.528**
(2.25)

0.444**
(1.99)

1.119**
(2.33)

0.511**
(2.24)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906 11614 6292 17906

R2 0.024 0.024 0.005 0.02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三)假说3的检验:《物权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说3,本文参考Almeidaetal(2011)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作为对基准模型

的改进。在模型中我们控制了CSRC标准下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按公司聚

类回归,以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5第(1)列可知,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0.65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在样本期间内都存在融资约束。PRL·Cashflow 的系数为-0.144,且
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物权法》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这验

证了假说3。同时,将样本分为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组和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组分组回归。从表5第

(2)列可知,在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中,发现PRL·Cashflow 的系数为-0.223,且在10%的水

平下显著;从表5第(3)列可知,在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样本中,发现PRL·Cashflow 的系数为

-0.13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无论企业是否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物权法》都能够在缓解企业

的融资约束方面产生显著作用。

表5 《物权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3)

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PRL
-0.268
(-1.19)

-0.699
(-1.12)

-0.040
(-0.58)

Cashflow
0.655***
(8.91)

0.279***
(3.78)

0.741***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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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1)

全样本
(2)

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3)

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PRL·Cashflow
-0.144**
(-2.23)

-0.223*
(-1.75)

-0.138***
(-3.27)

Eqfin
0.012*
(1.87)

0.032
(1.13)

0.007**
(1.97)

Q
0.000
(0.60)

0.007
(0.35)

0.000
(0.52)

Tangibility
0.210
(0.79)

0.760
(0.88)

-0.049*
(-1.92)

Size -0.053*
(-1.93)

-0.133
(-0.98)

-0.036***
(-2.74)

Lev
-0.049
(-1.13)

-0.160
(-0.98)

-0.017
(-0.55)

Block 0.003*
(1.74)

0.004
(0.88)

0.003
(1.49)

Independence
0.007
(0.03)

0.976
(0.93)

-0.231**
(-1.98)

State
0.014
(0.46)

0.032
(0.65)

0.018
(0.42)

Constant 1.771*
(1.94)

2.882
(1.07)

1.623*
(1.68)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906 6761 11145

R2 0.006 0.010 0.01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四)假说4的检验:《物权法》对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说4,将样本分为《物权法》颁布前和《物权法》颁布后两组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从表6第(2)列可知,Group·Cashflow 的系数为-2.072,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从表6
第(3)列可知,Group·Cashflow 的系数不再显著,说明《物权法》颁布后,相比《物权法》颁布前样本,
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削弱,即验证了假说4。这意味着相比欧美法系

及德国法系的物权保护而言,尽管我国《物权法》颁布的时间不长,但是,作为一种来自法律层面的外

部治理机制,已经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产生了显著的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

束及减少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依赖。

表6 《物权法》、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物权法》颁布前样本
(3)

《物权法》颁布后样本

Group
0.092
(1.09)

0.888
(1.05)

0.003
(0.19)

Cashflow
0.604***
(8.40)

0.994**
(2.68)

0.670***
(17.45)

Group·Cashflow
-0.125*
(-1.68)

-2.072*
(-1.95)

-0.076
(-1.11)

Eqfin
0.013*
(1.85)

0.070
(1.16)

0.00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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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变量
(1)

全样本
(2)

《物权法》颁布前样本
(3)

《物权法》颁布后样本

Q
0.000
(0.49)

-0.223
(-0.64)

0.000
(0.75)

Tangibility
-0.057*
(-1.90)

-0.406
(-0.96)

-0.024**
(-2.35)

Size
-0.053
(-1.07)

-0.843
(-0.94)

-0.008
(-0.31)

Lev
0.235
(0.81)

2.006
(0.94)

-0.056**
(-2.54)

Block 0.003*
(1.87)

0.007
(0.97)

0.002
(1.37)

Independence
-0.077
(-0.52)

1.517
(0.52)

-0.144
(-1.55)

State
0.053
(1.25)

0.073
(0.30)

0.024
(0.75)

Constant 1.854*
(1.92)

7.833
(0.98)

1.363
(1.43)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906 4802 13104

R2 0.005 0.027 0.012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六、稳健性检验

由于《物权法》实施是对企业的外生冲击,因此通过模型设置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引起

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和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在许多方面可能存在

差异,我们已经控制了模型中存在的差异,但由于遗漏变量带来内生性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在本文

中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一步解决此问题,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PRL·

Cashflow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前面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我们还进行了缩小时间窗口检

验,更换样本即采用民营企业样本进行检验以及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等进行稳

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①

表7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3)

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PRL
-0.572
(-1.22)

-0.699
(-1.12)

-0.184
(-1.26)

Cashflow
0.387*
(1.93)

0.279***
(2.90)

0.632***
(7.29)

PRL·Cashflow
-0.214*
(-1.89)

-0.223*
(-1.75)

-0.14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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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部分只报告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的检验结果,其他检验与实证结

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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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变量
(1)

全样本
(2)

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3)

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样本

Eqfin
0.023
(1.26)

0.032
(1.13)

0.007*
(1.90)

Q 0.004***
(4.86)

0.003
(1.63)

0.004***
(4.61)

Tangibility
0.006
(0.96)

-0.002
(-0.34)

0.000
(0.02)

Size
-0.224
(-1.29)

-0.200
(-1.18)

-0.203
(-1.20)

Lev -0.060**
(-2.58)

-0.076***
(-3.02)

-0.071***
(-2.78)

Block 0.149**
(2.11)

0.170**
(2.42)

0.164**
(2.46)

Independence
0.002***
(2.69)

0.002***
(2.87)

0.002***
(2.83)

State
0.027
(0.84)

0.032
(0.65)

0.017
(0.42)

Constant
1.893
(1.20)

3.358
(1.22)

0.586***
(3.21)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074 2037 2037

R2 0.008 0.010 0.033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七、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1-2016年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和债权人保护对

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负相关,即从全样本

的平均水平来看,内部资本市场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随后,本文通过观察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

度的核密度函数图,依据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分布特征将样本划分为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和

高活跃度两个子样本,发现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差

异。其中,在内部资本市场低活跃度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负相关

关系;在内部资本市场高活跃度样本中,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以上分组检验结果说明,不同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检验发现,全样本下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两者之

间呈U型关系。即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相对较低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

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相对较高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

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2007年《物权法》颁布后,我们发现《物权法》实施后公司的现金流敏感性下

降,融资约束显著缓解。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置于《物权法》背景下研究发

现,《物权法》削弱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而验证了《物权法》的间接

公司外部治理效应。这些结果说明,《物权法》对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及减少企业对内部资本市

场的融资依赖发挥了显著的公司外部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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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启示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首先,企业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的目的是缓解融资约束,但在

缺乏有效监督管理的情况下也为双重代理问题的恶化提供了温床。在此基础上,上市公司应该在完

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构建控股股东监控体系,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其次,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因此在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应该

提高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以降低融资约束;在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应

该加强资金监管,避免因掏空行为、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加重融资约束。最后,基于《物权法》在缓解

融资约束中所发挥的显著效用,有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遵循以债权

人利益保护为核心,授予债权人在财产分配中的相对优先权,加强责任保险制度建设,遵循实质公平

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改善融资环境,而且对企业集团发

挥内部资本市场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物权法》,进而更大限度地缓解融资约束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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