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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高管、控制权结构与公司股价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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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小板家族企业,探讨了家族企业高管来源对企业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检验

了家族企业的CEO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与企业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结构对这一关系的影响,

研究发现:相对于外聘CEO,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有着更低的股价同步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家族成员担

任CEO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只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样本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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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族企业作为一类重要的经济组织,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

资本市场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国有上市公司数量[１].家族特有的控制权结构使其表现

出异于其他企业之处.不少文献研究了家族企业的价值表现[２][３][４],但相对来说,对家族企业信息披

露的研究显得不足,尤其是家族企业不同来源的高管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

家族企业内部的股价同步性问题,借此探讨家族高管与外部高管对企业特质信息披露的影响.一方

面,股价同步性作为公司特质信息披露程度的衡量指标,对于监管方、投资者及其他市场参与方都有

重要意义,尤其在家族企业这类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安排下,披露质量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针对家

族企业股价同步性的研究,不仅是对家族企业不同来源高管经济后果研究的补充[５][６][７],同时也是从

侧面对股价同步性内涵的检验.
企业信息包括企业特质信息(specificinformation)和市场、行业层面的公共信息(commoninforＧ

mation),两者共同决定股价.股价中包含的公司特质信息越多,股价信息含量就越高,从而使得股

价作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的效率越高.因此,特质信息披露程度不仅可以衡量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是衡量企业选择不同来源高管所引起的经济后果的重要指标.
企业特质信息披露程度的衡量指标即股价同步性,股价同步性即一般意义上的股价“同涨同跌”,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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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同步变化的幅度,其高低反映了企业特质信息披露程度.股价同步性越低,
表明股价包含越多的公司特质信息[８][９][１０],股价的信息含量就越高,股价就越能够有效反映企业真实

价值,提高资本配置效率[１１][１２],也使得投资对股价的敏感度越高[１３],能够带来更有效的企业投资[１２].

Leung等基于港股数据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特质信息披露更多,股价特质波

动率更高,家族企业的股价同步性更低[１４].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内部不同来源高管对股价同步性的影

响,可以视作是对这一研究的推进,即由家族企业外部比较深入到家族企业内部比较,同时也是对家

族企业不同来源高管所引起的经济后果的探讨.
家族控制理论分为“效率观”和“寻租观”[１５].在家族控制的“寻租观”下,家族控股股东有动机和

能力去侵占外部股东利益,此时,家族成员担任CEO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能力.为了配合对外部股东

的利益侵占,企业需要不透明的信息披露,继而导致高的股价同步性[９][１０].在家族控制的“效率观”
下,家族追求企业长期发展及价值实现,家族利益与外部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此时,家族成员担任

CEO会强化企业目标,提供更多特质信息披露以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打消外部投资者对家族侵

占利益的顾虑,而更多特质信息的披露使企业表现出高股价信息含量、低股价同步性.决定“效率

观”、“寻租观”两者孰占主导的重要因素是家族控制权结构:当家族控制权、现金流权表现出大的分离

时,家族侵占小股东可以获得全部利益却不必承担全部后果,从而使家族有了侵占动机,“寻租观”占
主导;反之,当两者趋于一致时,家族财富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侵占动机减小,“效率观”占主导.

本文选取 A股中小板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来源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
以及控制权结构在当中扮演的角色.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外部人担任CEO,家族成员担任CEO的

企业有着更低的股价同步性,股价信息含量更高;进一步检验发现,家族 CEO 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

影响只存在于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样本中.这说明当家族利益与外部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时,
相较于外聘CEO,家族CEO的存在强化了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的目标,带来了更多企业特质信息披

露,使企业表现出更高的股价信息含量,更低的股价同步性.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１)探讨了家族高管与外部高管对家族企业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这是

对家族企业信息披露及高管来源经济后果系列研究的补充,是对Leung等研究的推进[１４];(２)从侧面

区分了股价同步性内涵的“信息效率观”与“非理性行为观”.本文的研究对于监管方、投资方及其他

市场参与方都有一定参考意义.

二、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一)家族高管 Vs外部人高管

上市公司存在两层代理问题:第一层代理问题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层是控股股

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家族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安排使其有着不太严重的第一层代理问题

以及比较突出的第二层代理问题.家族企业 CEO 既可以由本家族成员出任,也可以由家族外部人

担任,不同来源的 CEO 会分别影响这两层代理问题.相对于外部人担任 CEO,本家族成员出任

CEO时第一层代理问题更低[３],对第二层代理问题的影响则要一分为二地来看.
家族对上市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双层金字塔持股结构、双层股权安排、超额董事会席位、投票权

委托等一系列增强控制权机制的存在,使家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使得家族控股股东有动机和

能力侵占其他小股东的利益[３][１６][１７],即 Villalong等提出的控制权“寻租观”[１５].在“寻租观”下,家族

CEO的存在使家族不仅拥有了控制权,还拥有了经营管理权,增强了其侵占中小股东的能力,进一步

加剧家族控股股东与外部股东之间的矛盾,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然而,企业作为家族的一部分,其
价值是家族予以传承的重要财富,企业的发展与家族财富密切相关,家族追求企业的长期发展与价值

实现,此时,家族控股股东与外部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 Villalong等提出的控制权“效率观”[１５].家

族CEO的存在将强化企业的长期发展理念的实现,使得相对于外聘经理人,家族 CEO 对企业有更

多正面效应.首先在决定CEO人选时,有更强经营能力的家族成员往往获得更大的管理权[１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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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族CEO都有着较强的经营能力;其次,相对于外聘经理人,家族CEO 更追求长期投资收益及长

期价值[５],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同时,家族成员出任CEO时,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质量及更低的

IPO抑价率[６][７],说明家族CEO的存在能带来更高质量的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在“效
率观”下,家族CEO的存在对企业有正面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见,家族 CEO 的存在对企业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当“寻租观”占主导时,家族

CEO的存在由于进一步增强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使得家族对企业的利益侵占更容易,从而表现

出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而当“效率观”占主导时,家族 CEO 的存在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长远目标,规
避了外聘经理人的固有缺陷,对企业具有正面影响.

(二)股价同步性

股价同步性即一般意义上的股价“同涨同跌”,即公司股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同步变化的幅度.
在Roll的研究之后[１９],股价同步性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 Morck等的研究之后[８],股价同

步性在国际上成为金融、会计学科的研究热点[２０][２１].我国学者也利用中国 A 股数据对我国资本市

场的股价同步性进行了研究,如:李增泉发现所有权结构影响掏空动机与掏空能力,继而影响信息透

明度,从而对股价同步性产生影响[１０];游家兴等发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逐步推进与不断

完善,股价同步性趋向减弱[２２];朱红军等发现证券分析师的存在降低了股价同步性[２３];侯宇等发现

机构投资者交易降低了股价同步性,提高了股价中的公司特质信息含量及市场效率[２４].
基于“信息效率观”的股价同步性理论认为,低股价同步性意味着更多的公司特质信息反映在股

价中,使得相对于市场及行业层面信息,股价中包含了更多的公司特质信息,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能
够更有效地反映企业真实价值,提高资本配置效率[１１][１２],使投资对股价的敏感度更高[１３];同时管理

者可以从股价中掌握更多企业私有信息并将其反映到投资决策中[１３],带来更有效的企业投资[１２].
(三)假设提出

在家族控制的“寻租观”假设下,家族控制使企业的主要代理问题由高管与股东之间的矛盾转换

为家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家族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以及家族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

分离使得家族控股股东有侵占外部中小股东的动机与能力.当家族成员出任CEO 时,企业控制权、
管理权都在家族控股股东手中,加剧了家族股东对外部中小股东的侵占能力,增加了侵占的可能性.
为了隐藏其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家族股东需要不透明的信息披露予以配合,导致企业降低公

司特质信息披露水平,股价同步性提高.
然而,在家族控制的“效率观”假设下,企业是家族的一部分,家族企业被视为家族财富予以传

承,实现企业长期价值与持续发展是家族股东的目标,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与外部中小股东的利

益趋于一致.当CEO为外聘时,一方面外聘职业经理人出于对自己薪酬的考虑,有动机降低企业

信息披露质量,如Parthasarathy发现高管与股东激励越不相容,会计信息质量就越低[２５].因此,相
较于家族CEO,外聘CEO的存在会降低信息透明度,继而导致高股价同步性;另一方面外聘经理

人追求短期投资收益而非长期价值[５],因此外聘经理人并不重视通过高质量信息披露建立企业在

资本市场中的良好形象.家族CEO的存在则刚好相反,首先家族 CEO的财富与企业价值紧密联

系,不追求自己短期薪酬,所以不会隐藏信息;其次,家族 CEO 追求长期投资收益及价值[５],为了

配合实现企业长期价值与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家族 CEO会主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如许静静等发

现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更高[６].另外,管理者可以从股价中获得更多

关于企业的信息[２６],而当股价同步性越低时,信息含量越高,此时企业管理者可以从股价中掌握更

多的企业私有信息并将其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２０],提高投资效率.这一点将吸引追求长期投资

价值的家族CEO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股价同步性.除此之外,追求长期价值的目标也使得家

族有动机去增加特质信息披露以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打消外部投资者对家族侵占利

益的顾虑.总之,在将企业视为家族财富予以经营,将长期价值实现作为企业目标时,相对于外聘

经理人,家族CEO的存在会带来更多特质信息披露,因为,“资本所有者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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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诚实、可信、尽职和勤奋;相对而言,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才更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营才能并

从事过度投资.”[２７]

由本文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企业中,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样本占到了５３．３％
(７０１/１３１６),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均值为５．４％,最大值为２８．７％,可见,中小板家族企业两权分

离现象并不严重.此外,从家族企业的形成方式来看,家族或控制人自己创立的占到了６５．４％(８６１/

１３１６).个人或家族直接创立的家族企业,更注重长期投资行为,追求长期利益[５],第二层代理问题并

不严重[２８].并且中国的家族企业大多处于第一代即创办人在位阶段,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第二代

交棒,而创办人在位意味着企业追求的是长期发展及价值实现,使得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减

弱[７].由此我们认为家族控制的“效率观”在本文的检验中占到主导地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H１:家族成员出任CEO时,企业有着更低的股价同步性.
当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时,家族有动机去侵占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因为此时

他们可以获取全部收益却不需要承担全部经济后果[２９].相反,若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

分离度很小甚至没有两权分离时,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家族若掏空上市公司,将承担几乎

对等的代价,从而使得家族没有动机实施掏空或其他利益侵占行为,即此时控制权的“效率观”占主导

地位.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需要企业不透明的信息披露的配合,从而相对于有侵占动机的家族企

业来说,无侵占动机的家族企业会有着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H２:相对于有两权分离的企业来说,在无两权分离的企业中,家族成员担任 CEO 能带来更低的

股价同步性.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

我们参考相关文献[１３][２０][３０],用以下模型的调整拟合系数R２的表达式估计股价同步性:

ri,t＝α＋β１rM,t＋β２rI,t＋εi,t (１)

SYNi,t＝Log( Ri
２

１－Ri
２) (２)

其中,ri,t为公司i第t周的周回报率;rM,t为第t周的市场回报率;rI,t为第t周公司i所在的行业I
的周回报率.除周回报率之外,现有文献中既有使用日回报率也有使用双周回报率[８][１０][２４].日回报

率下的分析结果容易受不频繁交易等市场微观结构影响,而双周回报率下用于计量公司年度同步性

的样本较少,从而使得同步性计量准确性受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周回报率[９][２２].行业类别采用中国

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行业回报率为剔除对象公司之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流通市值加权周回报率.
由于Ri

２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我们参考相关文献做法,将其对数化以使其取值范围为正态分布的实

数集,从而更加符合最小二乘法的要求.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在次年前四个月披露,为了

使市场收益率与年度报告相对应,我们将年度SYN期间定义为当年五月至次年四月[１０][２３].SYN即

为某企业某年度的股价同步性,由表达式可以看出,SYN越大意味着相对于公司特质回报波动率,市
场及行业回报波动率对股价的解释力越强,即股价与市场具有更强的“同涨同跌”.在此基础上,本文

采用以下模型检验家族企业高管来源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

SYNi,t＝α＋β１CEOi,t＋∑
j
βjSTRUCTUREi,t＋∑

k
βkCONTROLi,t＋Ind＋εi,t (３)

其中,CEOi,t为虚拟变量,表示企业i第t年的 CEO 是否由家族成员担任,当由家族成员出任

CEO时取值１,否则取值０.控制权结构变量STRUCTUREi,t包括家族控制权 VoteRight、现金流权

CashRight、两权分离度Seperation以及家族以自然人身份直接持股比例 DirControl,其中,两权分离

度的具体算法为控制权减现金流权.此外,本文的控制变量 CONTROL包括:企业形成方式 ORIＧ
GIN———企业由家族或实际控制人自己创立形成的取１,否则取０;上市公司总资产SIZE;资产负债

率LEV;市值账面比 MB;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公司上市年数 AGE;是否由四大审计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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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持股比例 WZSHR以及行业虚拟变量Ind.
(二)样本

本文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中国 A股中小板家族企业样本进行检验,参考相关文献对家族企业的

定义[３１],本文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视为家族企业:(１)最终控制权能归结到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家

族;(２)该自然人或家族对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３)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本文首先根据IPO招股说明书判断是否为家族企业,IPO 之后到２０１２年之间股权可能会发生

变化,因此本文再根据公司年报删除当中已不符合家族企业定义的公司年度样本.此外,本文收集数

据时:(１)不限制实际控制人变更;(２)不考虑非亲属关系的一致行动人;(３)包括IPO 时为非家族企

业但以后年度变更为家族企业的变更后的样本,同时剔除IPO时为家族企业但以后年度变更为非家

族企业的变更后的样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匹配及相应的极值处理,最后得到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度中

小板家族企业公司年度样本１３１６个,其中６１１个样本 CEO 为非家族成员出任,７０５个样本 CEO 由

家族成员出任.本文手工收集 CEO 数据及控制权结构数据,其他控制变量直接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及同花顺金融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tata１２．０.样本的具体描述性统计见

表１.
　表１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中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样本量

SYN －２．０８４ －０．１８７ －０．２３６ １．３０５ ０．６６３ １３１６

CEO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３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９ １３１６

VoteRight ０．１７６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９ ０．８２８ ０．１５７ １３１６

CashRight ０．０８４ ０．４００ ０．４１４ ０．７５０ ０．１７５ １３１６

DirControl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９ ０．７２２ ０．２１８ １３１６

Seperation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０．２８７ ０．０８０ １３１６

ORIGIN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６ １３１６

SIZE １９．７１９ ２１．１１２ ２１．１８９ ２３．５８９ ０．７７７ １３１６

LEV ０．０３１ ０．３５５ ０．３６４ ０．７７９ ０．１８７ １３１６

MB １．１１８ ２．８３７ ３．５７５ １２．９０７ ２．３０１ １３１６

INS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９ ０．２９５ ０．８６７ ０．２３３ １３１６

AGE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４８ ８．０００ １．７６０ １３１６

AUDIT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１．０００ ０．１６３ １３１６

WZSHR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０．６９８ ０．１１９ １３１６

　　由表１可以看到,SYN最大值为１．３０５,最小值为－２．０８４,表明样本企业股价同步性之间存在一

定差异.SYN均值为－０．２３６,中位数为－０．１８７,这一数据与 Leung等(２０１２)的发现相似[１４].CEO
中位数为１,均值为０．５３６,说明过半样本的高管是由本家族成员担任.控制权 VoteRight均值为

０．４６９,中位数为０．４６３,现金流权CashRight均值为０．４１４,中位数为０．４００,说明平均来说,样本公司

的控制权、现金流权都超过４０％;两权分离度Seperation中位数为０,说明过半样本不存在两权分离,
且５．４％的均值表明样本公司两权分离并不严重.家族以自然人身份直接持股比例 DirControl均值

为０．２１９,中位数为０．１７２,说明平均来说样本企业的控制权有接近一半是通过家族成员直接持股获

得,这种持股方式不存在两权分离,使家族财富与企业财富一一对应,有利于协调家族与外部股东之

间的关系.此外,形成方式 ORIGIN的均值为０．６５４,中位数为１,说明过半样本是由家族或个人亲自

创立的;家族企业平均年龄２．７４８岁,相对年轻;是否由四大审计 AUDIT的均值为０．０２７,中位数为

０,说明过半样本由非四大审计;外资持股比例 WZSHR均值为０．０３４,中位数为０,说明样本中外资持

股并不多.此外,未列示的相关系数表显示股价同步性SYN与CEO 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４６且显著,
说明总的来说,家族成员担任CEO,股价同步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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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验结果

１．单变量检验结果

表２给出了CEO＝０及 CEO＝１两组股价同步性SYN 的均值检验结果.由表２可以看到,

CEO＝０组股价同步性SYN的均值为－０．２０３,CEO＝１组股价同步性SYN 的均值为－０．２６４,T值

为１．６５６３,表明CEO＝１组的股价同步性要低于CEO＝０组,与前文的假设１相符.
　　表２ SYN的均值T检验

组别 CEO＝０ CEO＝１ 两组差异:０－１

样本数 ６１１ ７０５ ０．０６１
均值 －０．２０３ －０．２６４ t＝１．６５６３;P＝０．０９７９

　　２．多变量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及控制数据的截面相

关,我们采用FamaＧMacbeth回归进行检验,表３
给出了相应回归结果.

　　　表３ 多变量检验结果

(１)
SYN

(２)
SYN

(３)
SYN

CEO －０．１３７∗(－２．１２) －０．１３７∗(－２．１２) －０．１３８∗(－２．１１)
VoteRight ０．３９５(１．２１) －０．０８１(－０．１６) －０．１２８(－０．２３)
Seperation －０．４８７(－１．２０)
CashRight ０．４８０(１．１１) ０．５６２(１．１７)
DirControl －０．０９０(－０．７１)
ORIGIN －０．１５３(－１．６７) －０．１４９(－１．６３) －０．１５０(－１．７６)
SIZE －０．１１３(－１．１６) －０．１１４(－１．１４) －０．１１７(－１．１５)
LEV －０．２２８(－１．１０) －０．２１３(－１．０１) －０．１９２(－１．０４)
MB －０．１２４∗∗∗(－７．２６)－０．１２１∗∗∗(－７．７１)－０．１１５∗∗∗(－８．１６)
INS －０．１９９∗∗(－２．５０) －０．１９７∗∗(－２．４４) －０．２３３∗∗(－２．６２)
AGE ０．０９６(０．８１) ０．０９８(０．８１) ０．０９７(０．８０)
AUDIT －０．０６１(－０．４３) －０．０５７(－０．４０) －０．０３７(－０．２５)
WZSHR －０．４１９(－１．１９) －０．４１５(－１．２３) －０．４５５(－１．３１)
常数项 ２．５３０(１．３８) ２．５３７(１．３６) ２．６１４(１．３７)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６
adj．R２ ０．３５１１ ０．３５０９ ０．３５５９

　　　　注:∗∗∗、∗∗、∗ 分别表示在１％ 、５％ 、１０％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
对应系数的稳健t统计量.下表同.

　　表３分别列示了在不同控制权

变量下的检验结果.从表３可以看

到,在控制不同所有权结构变量下,

CEO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表明总

体来说,家族成员出任 CEO 能带来

更低的股价同步性,支持了上文的假

设１.结果说明对于中小板家族企

业来说,当 CEO 是由本家族成员出

任时,企业会披露更多的特质信息,
使得企业股价同步性相对来说更低,
股价的信息含量更高.这表明在我

国中小板家族企业中,家族控制的

“效率观”占主导,家族控股股东是基

于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目标而经营,
而不是出于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而

存在.在追求企业长期发展及价值

实现 这 一 目 标 下,家 族 成 员 担 任

CEO克服了外聘CEO的固有弊端,如短视、追求自我私利最大化等,且家族CEO的决策着眼于企业

长期发展,因而使企业表现出更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体现出更低股价同步性,更高的股价信息含量.

四、进一步检验

(一)控制权结构的作用

　　表４ CEO、CD分组SYN

CD

０ １
合计

CEO
０ －０．１８９(３４０)－０．２２１(２７１) －０．２０３(６１１)

１ －０．２２９(２７５)－０．２８６(４３０) －０．２６４(７０５)
合计 －０．２０７(６１５)－０．２６１(７０１)－０．２３６(１３１６)

我们进一步检验控制权结构对上述关系的影

响.表４根据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是否分离将样本

分成两组,以虚拟变量 CD表示,其中 CD＝１表

示不存在两权分离组,CD＝０表示存在两权分离

组.表４列示了根据 CEO、CD 分组后的各组

SYN的均值.
由表４可以看到,CD＝０组SYN 均值为－０．２０７,CD＝１组SYN 均值为－０．２６１,低于 CD＝０

组,说明不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的股价同步性更低.根据CEO/CD两个变量分成的四组中,SYN均

值最小组为CEO＝１且CD＝１组,该组SYN均值为－０．２８６;SYN 最大组为CEO＝０且CD＝０组,
该组SYN均值为－０．１８９.可见,不存在两权分离且家族成员出任高管的企业有着更低的股价同步

性.这说明了在“效率观”占主导的家族企业中,家族CEO 的存在对企业特质信息披露有正面影响.
表５进一步给出了根据两权分离度分组的检验结果,出于篇幅考虑,表中只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回归结

６０１



果.其中回归(１)是利用交互变量的检验,回归(２)和回归(３)分别是CD＝１与CD＝０组的检验.
　　表５ 进一步回归结果

(１)
SYN

(２)
CD＝１组;SYN

(３)
CD＝０组;SYN

CEO －０．０７７∗(－２．００) －０．１５８∗(－２．３２) －０．６３９(－１．３８)

Seperation －０．２３１(－０．５１)

CeoSep －１．２３６(－１．３１)

VoteRight ０．５０２(１．３２) ４．３７０(０．９３) ４．３２６(１．０３)

CashRight －２．８５３(－０．６１) －０．０２６(－０．０３)

DirControl －０．１３６(－１．３４) ０．１７８(０．７４) －０．４２７(－０．８９)

N １３１６ ７０１ ６１５
adj．R２ ０．３６３４ ０．５３７９ ０．４７０１

　　由表５可以看到,回归(１)中 CEO
与Seperation交互项 CeoSep的系数为

负,但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成两组检验,
在CD＝１ 组,即两权分离度为零组,

CEO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权、现
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

员出任高管会带来更低的股价同步性.
在CD＝０组,即存在两权分离组,CEO
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分组检验

结果说明了“家族 CEO 带来更低的股

价同步性”这一结论受到两权分离度的影响.具体来说,家族CEO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只在无

两权分离组中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当控制权、现金流权没有分离时,家族控股股东无掏空动机,家族

控制的“效率观”占主导,出于对企业长期发展及价值实现目标的考虑,家族CEO的存在会提高企业

特质信息披露程度,股价信息含量增加,股价同步性降低,从侧面支持假设２.
(二)股价同步性的信息含量假说

现有文献中关于股价同步性内涵的研究结果分为两种:“信息效率观”与“非理性行为观”.两个

假说对同步性内涵的解释有本质区别:“信息效率观”认为低股价同步性是由于股价中包含了更多公

司特质信息,从而同步性低的股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能够更有效反映企业真实价值,提高资本配置

效率;而“非理性行为观”认为市场中的噪音、投资者狂热情绪等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低股价同步性,此
时股价同步性越低意味着股价中的非理性程度越高,对企业真实价值追踪能力越差.虽然大量文献

直接或间接证明了股价同步性的信息效率观[８][９][１０],但也有文献结果支持非理性行为观[２９][３３].基于

此,为了结果的稳健,本文需要回答:家族成员担任CEO的家族企业的股价同步性更低,是意味着更

高的信息含量,还是更多的股价噪音? 为此,本文参考有关文献[２０][３４],采用下列模型检验股价同步性

的信息含量假说.

Ri,t＝α＋β０ΔEi,t＋∑τβτΔEi,t＋τ＋∑τCτRi,t＋τ＋μi,t (４)
由模型(４),我们可以得到未来盈余反映系数:

FERC≡∑τβτ (５)

FINC≡R２
Ri,t＝α＋β０ΔEi,t＋∑τβτΔEi,t＋τ＋∑τCτRi,t＋τ＋μi,t－R２

Ri,t＝α＋β０ΔEi,t＋μi,t
(６)

其中,Ri,t为企业年回报率,ΔEi,t为企业期初市值标准化后的当年相对于上年的盈余变化量,

ΔEi,t＋τ为未来τ期的标准化后的盈余变化量,Ri,t＋τ为未来τ期的年回报率,τ分别取１、２、３.我们利

用FERC及FINC表示股价信息含量.其中FERC为未来盈余反映系数,即模型(４)中未来各期盈余

变化量系数之和;FINC为未来盈余增量解释度,即模型(４)的调整拟合系数与当期股价对当期盈余

变化量回归的调整拟合系数之差.股价信息含量越高,当期股价包含企业未来盈余信息越多,因此

FERC与FINC越大.模型对未来三期盈余信息的要求会损失大量样本,因此我们同时也列示了只

考虑未来一期、未来两期的FERC及FINC,表６给出了相应检验结果.由表６可以看到,当只考虑

未来一期盈余信息时,CEO＝１组的FERC等于５．８８９,FINC等于０．０４３,CEO＝０组的FERC、FINC
分别为２．８９８和０．０２２,均小于CEO＝１组中相应值,说明CEO＝１组当期股价包含了更多未来盈余

信息,股价信息含量更高.同样,在考虑未来两期盈余信息时,CEO＝１组的FERC、FINC也均大于

CEO＝０组.唯一例外的是,当考虑未来三期盈余信息时,CEO＝１组的FINC略小于CEO＝０组.综

上可见,总的来说,CEO＝１组的当期股价包含了更多关于企业未来盈余的信息,这就说明CEO＝１组的

低股价同步性是因为股价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而非更多的噪音.这一结果从一方面说明了本文利用

股价同步性衡量企业特质信息披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支持了股价同步性内涵的“信息效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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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股价同步性的信息含量假设检验结果

CEO＝１ CEO＝０

考虑未来一期盈余 FERC(１)＝５．８８９;FINC(１)＝０．０４３ FERC(１)＝２．８９８;FINC(１)＝０．０２２　
考虑未来两期盈余 FERC(２)＝８．５６０;FINC(２)＝０．０６７ FERC(２)＝－０．１８１;FINC(２)＝０．０４９
考虑未来三期盈余 FERC(３)＝５．０４２;FINC(３)＝０．１９６ FERC(３)＝－６．９３２;FINC(３)＝０．２１３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中国 A股中小板家族企业数据,研究了家族企业高管来源对股价同步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出任 CEO 能够带来更低的股价同步性,从而有更高的股价信息含

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CEO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只在无两权分离的样本中存在.研究结果

说明了当家族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一致时,家族控制的“效率观”占主导,相对于外部人担任CEO,家族

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会提供更多企业特质信息,带来更高的股价信息含量,更低股价同步性.
由本家族成员出任CEO对家族企业是否利大于弊,现有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本文的研究从企

业特质信息披露角度切入,发现家族 CEO 的存在对企业是否有正面效应取决于家族控制的“效率

观”与“寻租观”孰占主导,而家族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一致程度又是决定“效率观”和“寻租观”的
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资本市场应当正确看待家族控制.随着家族企业在资本市

场与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市场不应当简单将家族控制与中小股东利益侵占挂钩,以免

不利的融资环境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待家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高度一致且由家族成员

出任CEO的企业,这一类企业多数是追求长期发展,有着更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广大投资者应当将

其放在优先地位.同时,监管者对于家族企业的监管也应有侧重点.对于那些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

程度比较高且外聘经理人的家族企业,监管方尤其要注意其可能的低质量信息披露及其掩盖下的对

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注释:

①年度起点为２００５年是因为我国从２００４年５月才开始批准设立中小企业板块.选取中小板家族企业,一方面是因为中小板家
族企业数量众多,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文的理论在中小板与主板家族企业之间没有异质性,所以,出于手工工作量的考
虑,本文暂时只利用中小板样本.

②实质控制是指家族(自然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获得２０％及以上投票权,或在家族(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长或总经理的前提下,以１０％作为临界控股比例.若以上两个条件都没有达到,但是在１０％临界控股比例上,家族(自然人)是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不存在１０％临界控股比例以上的第二大股东,也属于实质控制[３１][３２].

③本文中的控制权、现金流权均为手工收集,我们的指标是家族层面的,即家族所有成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上市公司实现的控制
权、现金流权合计.我们主要参考的资料包括招股说明书、各年度年报以及其他相关公司公告(如控股股东权益变动公告等).而现
有数据库中的控制权、现金流权的计算则大多是基于年报中给出的最终控制人的份额,而不是家族的份额,因此两权分离度可能被
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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