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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Dongmin Kong，Yue Pan，GaryGang Tian，Pengdong Zhang（2020）探讨了企

业 CEO 与供应商之间的老乡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获得贸易信贷。利用从中国手工收集的独

特数据，文章发现老乡关系显著增加了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会。对于非国有企业、金

融机构欠发达省份的企业、CEO 来自具有浓厚商业行会文化的家乡或在家乡商会中占有

重要地位的企业，这种效应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影响渠道：信息渠道和社

会信任渠道。总的来说，文章在研究老乡关系如何帮助企业在新兴市场获得外部融资领

域做出了贡献。

►Yenn-Ru Chen，Keng-Yu Ho，Chia-Wei Yeh(2020)提出 CEO 过度自信是公司现

金持有的另一种解释。文章发现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有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

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所决定的；基于权衡和代理理论的传统现金持有动机对 CEO 过度

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正向影响不大。对现金来源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为什

么 CEO 过于自信的公司可以积极追求风险投资，同时保持大量现金持有。尽管之前的文

献表明，过于自信的 CEO 倾向于在资本投资中避免股权问题，但股权对现金储蓄的贡献

高于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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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O 老乡关系与贸易融资：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作者：Dongmin Kong，Yue Pan，GaryGang Tian，Pengdong Zhang，甘云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企业 CEO与供应商之间的老乡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获得贸易信贷。

利用从中国手工收集的独特数据，作者发现老乡关系显著增加了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

会。对于非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欠发达省份的企业、CEO来自具有浓厚商业行会文化

的家乡或在家乡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这种效应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

的影响渠道：信息渠道和社会信任渠道。总的来说，本文在研究老乡关系如何帮助企业

在新兴市场获得外部融资领域做出了贡献。

背景介绍

企业贸易信贷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还未被完全了解。基于个人倾向于与具有相

似背景和特征的其他人（如种族、年龄、性别和教育）联系和互动的社会学原则，本文

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企业更有可能从与企业 CEO 具有老乡关系的供应商处获得贸易

信贷。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当合作伙伴形成业务关系时，通过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交换可

以减轻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其次，CEO 先前的交流经验，包括与供应商的交流经验，通

过增强相互信任和可靠性，增加了随后进行组织间交流的可能性，这反过来又缓解了对

机会主义的担忧，而机会主义是无法通过合同完全解决的。因此，本文假设 CEO 与供应

商的老乡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

中国市场的制度环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原因如下。第一，老乡关

系在中国社会的“人情交流”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据观察，在中国家乡联系是关系建

立的最常见和最独特的基础之一，中国人往往把自己定义为与他人相关的人，把家乡关

系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往往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支持其增长，而

非正规金融渠道主要依赖于隐性契约关系。第三，中国薄弱的法律体系对债权人的保护

不足，使贸易信贷供应商面临违约的高风险。因此，探索中国企业降低信用风险、获得

贸易信用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国是研究企业 CEO 的老乡关系与贸易信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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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理想环境。

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首先，本文对有关社会关系在企业财务决策中的作用的领域

的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二，从 CEO 个人特征的角度丰富了企业贸易信贷方面的文献。第

三，本文对企业间贸易网络如何促进供应商与关系的文献进行了补充。第四，本文有助

于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法律和金融体系不发达之间的矛盾。

研究假说

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是导致信贷配给和金融市场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提

供贸易信贷时，供应商既不收取利息，也不要求客户提供担保品，因此，当客户违约时，

供应商将自己暴露在导致巨大损失的高信用风险中。然而，老乡关系有助于传播信息和

建立信任，从而减少商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具体来说，本文希望 CEO 与供

应商的老乡关系能够降低供应商面临的信贷风险，并通过以下机制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

贸易信贷。

首先，CEO 与供应商的老乡关系可以缓解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缓

解业务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其次，CEO 与供应商的老乡关系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和信

任，从而缓解对机会主义的担忧，而机会主义是无法通过合同完全解决的。由此得出假

设 1。

H1：CEO 与供应商的家乡关系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会正相关。

如果像预期的那样，CEO 老乡关系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高社会信任来帮助企业

获得贸易信贷，那么这一猜想的一个合理延伸是，当企业对贸易信贷的需求更大，并且

存在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CEO 的老乡关系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处于金融市场化

落后的制度环境中的企业更多地依赖于非正规融资，如贸易信贷。这对于非国有企业尤

其如此，因为它们缺乏政府的隐性担保，通常资产较少，信息透明度较低。由此得出假

设 2。

H2：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CEO 的老乡关系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

之间存在着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这些观点，本文进一步推测，当企业更容易建立社会信任时，CEO 的家乡关系

在企业获得贸易信贷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由于法制薄弱，中国社会的社会信任主

要来源于民间机构，如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商会、商会等。中国商人行会文化与诚信正义

相联系，在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起到了化解道德风险的作用。来自于强大的商业协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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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 CEO 更有可能获得家乡供应商的信任和帮助。由此得出假设 3。

H3：当 CEO 的家乡具有浓厚的商业协会文化或首席执行官在家乡商会中占据重要地

位时，家乡关系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之间存在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 年至 2016 年沪深 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数据有三

个来源。首先，从中国股市与会计研究数据库中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和前五大供应商的

数据。其次，通过年报披露的名称，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手工采集前五名供应

商所在地（注册省份）信息。最后，从公司公告、公司相关新闻和搜索引擎（谷歌和百

度）中手动识别 CEO 的位置。

在确定 CEO 的身份时，本文遵循 Kato and Long（2006）的标准，按照以下两个步

骤进行确认：(1)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他或她被列为 CEO；(2)如果董事长由公司

支付报酬，则他或她被列为首席执行官；否则，总经理被视为首席执行官。

本文剔除以下样本：(1)供应商的名称未公开（例如，供货商只承认“供货商一号”、

“供货商二号”等）；(2)供货商是海外企业（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3)以含糊的

缩写形式披露的供货商；(4)其家乡省份未被识别的首席执行官；(5)在金融行业上市的

公司（因为不同的会计准则）；(6)有财务问题的特殊处理公司。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

响，本文还进行了 1%和 99%的缩尾处理。最终样本包括 2007 年至 2016 年的 3472 个公

司年度观察结果。

变量选取

CEO 的老乡关系：首先确定在 CEO 家乡省份注册的供应商，然后汇总上市公司在每

个特定公司年度从这些家乡供应商购买的股份。本文通过举例说明这个过程。

假设上市公司 XYZ 的总部设在北京，CEO 出生在浙江省。首先，从 XYZ 在某一财政

年度（如 2016 年）的年度报告中收集所有可供供应商使用的信息，即前五名供应商，

包括名称（如供应商 A、B、C、D和 E）和购买的供应商股份（XYZ 从供应商 A、B、C、

D和 E购买的金额，以及 2016 年所有供应商的采购总额，分别为 14%、12%、10%、8%

和 6%）。其次，通过将供应商 A、B、C、D、E的名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

匹配来确定供应商的注册省份。第三，如果供应商的注册省份与 CEO 的家乡浙江省相同，

则确定为“家乡供应商”。如果浙江省至少有一家供应商注册，则在公司级别创建的虚

拟变量 HOMECON 的值为 1。最后，本文总结了从本地供应商购买的股份，构建了连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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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HOMEPUR（例如，供应商 A和 C在浙江省注册，供应商 B、D和 E不在浙江省注册，

则 HOMEPUR 的价值为 14%+10%=24%）。

贸易信贷：根据既有文献的研究，本文将贸易信贷的机会定义为应付账款总额除以

总资产。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使用总应付账款除以总负债、应付账款和应收

账款净额除以总资产、仅使用期限大于 1年的应付账款按总资产进行缩放三种方法，作

为贸易信贷的替代变量。

根据既有文献的研究，本文控制 CEO 的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和任期）、供应

商（如注册资本和企业年龄）和交易特征（如从所有前五大供应商、本地供应商和海外

企业购买上市公司股份）。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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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报告了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使用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率衡量贸易信

贷时，均值为 8.86%；应付账款占总负债的比率衡量贸易信贷时，均值为 23.64%。当使

用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贸易信贷时，均值为-1.62%；使用一

年以上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贸易信贷时结果为 0.82%。其他主要结果显示，样

本中 71.77%的公司至少有一家供应商在 CEOs 的家乡省注册，从家乡供应商购买的平均

份额为 16.08%。

同时，文章还报告了单变量测试的结果。本文比较了有和没有家乡联系的公司在公

司、CEO 和供应商层面上的特征。结果显示，与 CEO 家乡有联系的公司使用的贸易信贷

占资产的 9.2%，而没有这种联系的公司使用的贸易信贷仅占资产的 8.1%；这种差异在

1%的水平下显著。对其他因变量重复单变量测试时，结果依然成立。这些结果初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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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文的假设，即 CEO 的家乡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

为了检验 CEO 的家乡联系对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影响，文章使用以下回归模型：

CREDITi,t=β0+β1×HOMEPURi,t+β2×Xi,t+Firm and Year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途径，以应付账款总额除以总资产衡量。解释变

量变量 HOMEPUR 是前五大供应商从本土公司购买的股份之和。X是表 1中定义的控制变

量。由于贸易信贷通常是短期的，年末的贸易信贷主要受本年度主要供应商的影响，因

此，本文使用所有变量的值均为本年度的观测值。所有回归模型中包括公司和年度固定

效应，以控制公司和年度特定影响。

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CEO 的家乡联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特别是，本文发现从家

乡供应商购买的股份增加单位 1，导致贸易信贷比率增加 0.494%（相当于贸易信贷增加

约 1420 万元人民币）。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1。

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期望一致。企业规模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规模较大的公司获

得的贸易信贷较少；固定资产比率和盈利能力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反映出更大的偿付

能力和更低的违约风险与获得更多的贸易信贷相关。受过高等教育的首席执行官

（CEOEDU）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正式的融资资源，使用更少的贸易信贷；采购集中度

（TOPFIVESUP）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会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供应商拥有的议价能

力和谈判优势越大，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会就越少；供应商成立年份（SUPAGE）也是

如此。

基于我国独特制度背景的检验

本部分考察了中国独特的正式制度（如国有制和金融市场化）和非正式环境（如商

业协会文化和家乡商会），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关于 CEO 家乡联系对企业获得贸易

信贷的影响的假设。

本文首先考察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CEO 家乡联系的差异。本文构造一个新

的虚拟变量 NON-SOE，如果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则取 1，否则取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

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归结果表明。交乘项 HOMEPUR×NON-SOE 在 1%置信水平下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即 ceo 的家乡联系对贸易信贷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

著，这验证了假设 2。从经济意义上看，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从本土供应商购

买的份额增加 1个标准差，贸易信贷增加 0.555%（相当于约 1590 万元人民币的贸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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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作者构造一个新的虚拟变量 MARKET，如果金融市场化程度高于特定年份的平均值，

则 MARKET 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归结

果表明 HOMEPUR×MARKET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地

区，非正式制度安排（例如作为替代治理机制的家乡联系）在获取外部资源方面发挥着

更重要的作用融资，这验证了假设 2。从经济意义上讲，与金融市场发达地区的企业相

比，金融市场不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从本地供应商购买的份额增加 1个标准差，贸易信

贷率增加 0.532%（相当于获得的贸易信贷增加 1530 万元人民币）。

商人行会在中国明清时期和欧洲中世纪国家都很普遍，被认为是当代企业的开端。

明清时期（1368-1911）有金、回、岳、民、永、龙游、洞庭、鲁、江、山等 10 个著名

的商帮。本文构造一个新的商帮文化虚拟变量 GUILD，如果 CEO 的家乡位于这些公会

所在的地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

归结果表明，HOMEPUR×GUILD 系数的显著为正，说明表明 CEO 家乡的商帮文化越强，

企业通过 CEO 家乡关系获得的贸易信用越多，这验证了假设 3。

作者又构造一个新的虚拟变量 CHAMBER，手工收集了家乡商会（包括上市公司所在

地的分支机构）的 CEO 职位数据。如果 CEO 在家乡商会担任董事职务，则 CHAMBER 等于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归结果表明，HOMEPUR

×CHAMBER 的估计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 CEO 在家乡商会的职位增强了家乡

联系对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影响，这验证了假设 3。

到目前为止，本文已经提出证据表明，CEO 的家乡联系在帮助企业获得贸易信贷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家乡联系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和建立信任来发挥作用，

从而降低家乡供应商面临的信用风险。

参考既有文献，本文构造一个新的虚拟变量 OPAQUE，利用前三年应计盈余管理绝

对值之和来计算上市公司的信息不透明性。如果信息不透明性高于平均值，则 OPAQUE

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归结果表明，

HOMEPUR×OPAQUE 的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 CEO 的家乡联系对信息不透明程

度高的企业更为重要；也就是说，高信息不透明性增加了 CEO 家乡联系对企业获得贸易

信贷的影响。

接着，本文又构造一个新的虚拟变量 TRUST，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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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合进行的结果，作为区域社会信任的度量。如果信任得分高于平均值，则 TRUST 取

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该变量与方程中的 HOMEPUR 取交乘项。回归结果表明，HOMEPUR

×TRUST 的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上市公司 CEO 的家乡关系和社会信任具有

替代效应。

总的来说，本文发现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建立信任是 CEO 家乡联系帮助企业获得贸易

信贷的两个潜在渠道。

结论

本文以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 CEO 与供应商的家乡联系对企业获得贸

易信贷的影响。本文发现 CEO 的家乡联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贸易信贷。同时进一步发现，

对于非国有企业、地处金融体系欠发达省份的企业、CEO 家乡有着浓厚的商帮文化或 CEO

在家乡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这种家乡联系效应更为显著。此外，CEO 的家乡关

系在信息不透明程度较高的企业和社会信任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不成熟、信贷配给严重、法律保护薄弱

的新兴市场，企业充分利用 CEO 与供应商的家乡联系，获得更多的贸易信贷，以缓解融

资约束。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正规机构还不发达，中国经济在过去

40 年里增长如此迅速。本文的研究结果还为其他新兴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时利用这一

独特的非正式机构提供了启示。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例如，清楚

地确定供应商所有者的家乡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在大多数目前的研究中，这些信息是

不可用的，因为很大一部分供应商是私营公司。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企业如何与

CEO 的家乡供应商建立联系。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corpfin.2020.101574

作者单位：Dongmin Kong 华中科技大学，Yue Pan 厦门大学，GaryGang Tian 麦考

瑞大学，Pengdong Zhang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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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O 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持有

作者：Yenn-Ru Chen，Keng-Yu Ho，Chia-Wei Yeh，甘云编译

导读：本文提出 CEO过度自信是公司现金持有的另一种解释。本文发现 CEO过度

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有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所决定的；基于权

衡和代理理论的传统现金持有动机对 CEO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正向

影响不大。对现金来源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 CEO过于自信的公司可以积极追求

风险投资，同时保持大量现金持有。尽管之前的文献表明，过于自信的 CEO倾向于在

资本投资中避免股权问题，但股权对现金储蓄的贡献高于债务。

研究背景

既有文献表明，企业持有现金资产主要是出于交易和预防动机、代理动机。虽然这

两种动机是由不同的理论（权衡理论和代理理论）发展而来的，但是过分强调预防动机

很可能会导致代理问题，因为过多的现金持有为管理者提供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Opler

et al.，1999)。然而，经济条件和商业环境的动态使得企业持有现金资产更多的是出

于防范目的，而不是代理动机(Bates et al., 2009; McLean, 2011)。这两种解释企业

现金持有量的理论都是基于企业可以使用何种现金，但都没有考虑决策者的信念，而决

定如何使用现金的正是决策者。本文提出了研究企业现金持有的一个新的视角，即认为

CEO 对风险投资的态度也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

既有文献有关 CEO 过度自信对公司融资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个普遍的发现是，与没有 CEO 过度自信的公司(OC 公司)相比，拥有 CEO 过度自信的

公司(非 OC 公司)倾向于投资更多。由于过于自信的 CEO 往往会高估投资回报，他们会

与外部投资者在公司的股权价值上产生分歧，因此会避免外部股权融资(Malmendier

and Tate, 2005)。当 CEO 过度自信主要通过内部资金投资新项目时，资本支出将会大

大减少 OC 公司的现金资产。

研究假设

鉴于 OC 公司对其投资有更高的资本需求，而过于自信的 CEO 更不愿将股权用于融

资需求（Malmendier 和 Tate，2005），OC 公司应保持比非 OC 公司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

然而，由于 CEO 过度自信在有足够的财务宽松时可能会过度投资（Malmendier and 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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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Ben David et al.，2013），因此，与非 OC 公司相比，OC 公司可能会使用更多

的现金，使得现金持有水平较低。实验分析还表明，CEO 过度自信往往比非 CEO 投资过

度（Pikulina 等人，2017 年）。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相互矛盾的假设：

H1a：CEO 过度自信往往比不 CEO 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产生正面影响。

H1b：CEO 过度自信往往比不 CEO 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 CEO 追求个人利益，他们项目的净现值会趋于负值。对于 OC 公司

来说，虽然他们仍然有可能承担负的净现值项目，但这是由于 CEO 过度自信的信念与外

部投资者的期望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由于管理者的预期个人利益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果

过于自信的 CEO 避免外部融资，这种分歧可能会使公司放弃增值项目（Malmendier 和

Tate，2005）。通过积累现金资产，该公司可以缓解由于 CEO 不愿筹集外部资金而可能

出现的投资不足问题。

相比之下，CEO 过度自信很可能高估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因此，当他们拥有足够

的现金储备时，会过度投资，导致公司价值降低。然而，如果 OC 公司资金相对紧张，

这种过度投资的行为就不太可能发生。特别是那些过于自信的 CEO，如果手头有太多现

金，可能会进行价值缩水的投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CEO 过度自信对节省额外的现金具有积极影响。

H2b：CEO 过度自信对节省额外的现金具有消极影响。

CEO 过度自信主要是受雇于处理具有挑战性和风险的投资。因为 CEO 过度自信喜欢

艰巨的任务而不是简单的任务，他们可能会进行非 CEO 过度自信不会承担的投资。创新

型产业的企业往往面临着较高的风险和复杂的投资决策，需要持续的资本和确定的管理

能力。因此，雇佣 CEO 过度自信将有利于创新产业的公司。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CEO 过度自信对创新产业现金持有水平有积极影响，创新产业需要更多的研

发投资。

H3b：CEO 过度自信对创新产业所节省的额外现金的价值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创新

产业需要更多的研发投资。

鉴于 CEO 过度自信对外部融资犹豫不决，更高的交易动机将使这些 CEO 持有更多现

金。如果没有现金，过于自信的 CEO 将不得不放弃投资机会，而这又会导致长期盈利能

力下降。因此，拥有成长机会的公司的现金价值应该高于没有成长机会的公司。

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财务约束条件。财务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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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越高，因为不仅要放弃投资机会，而且还很难抵御市场动态带来的冲击。与财务上

不受约束的公司相比，如果公司财务上受到约束，那么 OC 公司的现金价值应该更高。

最后，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减少自利型 CEO 的价值损失。然而，本文认为 CEO 过度

自信的价值损失规模可能不会因为更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而降低，因为他们认为项目首先

是价值增长的。因此，OC 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不应随公司治理状况的变化

而变化。基于以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当企业具有更高的交易/预防动机，即更多的增长机会和更多的财务约束时，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影响更大。

H4b：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影响不随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而

不同。

样本选取和数据描述

该样本由美国公司组成，包括 Compustat 和 ExecuComp 提供的 1992 年至 2016 年的

财务和高管薪酬数据。本文选取在给定的一年内拥有正资产和销售额的公司。金融公司

（SIC 代码 6000-6999）和公用事业公司（SIC 代码 4900-4999）被排除在样本之外，因

为它们更受监管，具有更多不同的行业特征。本文的样本包括 1967 个企业的 17942 个

观测值。

由于 CEO 过度自信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相关文献通常根据 CEO 的行为来衡量。本文

根据 CEO 持有决策的执行期权来衡量他们的过度自信。与外部投资者不同，CEO 不能通

过卖空公司股票来交易期权或对冲风险。因此，理性的 CEO 应该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行

使其可行使的高管期权。然而，过于自信的 CEO 往往会高估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延长持有期权的时间，而不是行使可行使的现金期权。

本文将持有 67%以上期权的 CEO 归类为过度自信，如果持有 67%以下期权的 CEO 归

类为非过度自信。变量 Holder67 是一个指标变量：如果一个公司是由一个过于自信的

CEO 管理的，那么它等于 1，否则为零。此外，一旦 CEO 被归类为过度自信，他们会在

样本期内保持相同的分类（从他们首次持有超过 67%的期权时算起）。

另外，如果 CEO 在任期内持有的高管期权，财富高于 100%至少两次，则将其归类

为高度乐观；如果财富低于 30%至少两次，则将其归类为低乐观。那些既不被归类为高

度乐观也不被归类为低乐观的 CEO 则被归类为适度乐观。

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公司现金持有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146 和 0.083，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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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低于 Bates 等(2009)的数据，因为本文使用了不同的采样周期，并且由于 ExecuComp

的数据覆盖范围，本文主要关注标准普尔 1500 指数公司。Holder67 的平均值显示，样

本公司中约 63%的公司由过度自信的 CEO 管理，其余 37%的公司由非过度自信的 CEO 管

理，这与 Hirshleifer 等(2012)的结果相似。约 25%的样本公司由高度乐观的 CEO 管理，

41%由适度乐观的 CEO 管理，其余 34%由低乐观的 CEO 理。此外，样本公司杠杆率的平

均值约为 0.229，这与 Bates 等(2009)的发现相似。

回归结果

1.CEO 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持有

本文使用 Holder67 和乐观作为衡量 CEO 过度自信的指标。初步结果显示，过度自

信的 CEO 管理的公司往往持有较高水平的现金，这验证了假设 1a。与非过度自信 CEO

管理的公司相比，过度自信 CEO 管理的公司倾向于拥有更高的 TobinsQ。这一结果表明，

CEO 过于自信的公司在未来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并可能持有更多的现金。最后，由过于

自信的 CEO 管理的公司似乎在投资上花费更多，他们倾向于有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收购

率。

然而，这一发现也可能受到其他公司特征的驱动，因为过度自信 CEO 管理的公司与

非过度自信 CEO 管理的公司在现金持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对现金决定

因素的控制，对 CEO 过度自信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分析。本文采用现

金持有模型，并将 CEO 过度自信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Cashi,t=β0+β1Overconfidencei,t+β*ControlVariablesi,t+Firm*FE+Year*FE+εit

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现金、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占总资产的比率，解释变量变量为

CEO 过度自信，控制变量包括其他公司特征，包括规模、托宾 q、现金流量、净营运资

本、杠杆率、资本充足率、收购经验、研发投入强度、股利以及 CEO 的特征和激励措施，

如任期、CEODelta 和 CEOVega，同时对企业和年度进行固定效应控制。

回归结果表明，Holder67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与其他公司相比，

由过度自信的 CEO 管理的公司的现金资产比率高出 0.008，即与非过度自信的 CEO 相比，

由过度自信 CEO 管理的公司更有动机保留资金，这验证了假设 1a。

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些影响公司雇佣过度自信或非过度自信 CEO 的混淆

变量也可能影响现金持有量，本文采用 1对 1 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表明

Holder67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15 / 19

No.202012

依然稳健。

2.CEO 过度自信与现金价值

本文通过以下回归模型考察 CEO 过度自信与现金价值的关系：

ExcessReti,t=γ0+γ1∆Cashi,t+γ2Overconfidencei,t+γ3Overconfidencei,t×∆Cashi,t

+γControlVariablesi,t+Firm*FE+Year*FE+εit

回归结果表明，Holder67×△Cash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市场参与

者认为现金持有量的增加对过度自信的 CEO 管理的公司更有价值，这验证了假设 2a。

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样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检验。匹配后样本的回

归结果表明 Holder67×△Cash 的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

问题后上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3.渠道分析：投资环境

本文预计，当企业处于创新行业时，CEO 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政策的影响将更为显

著。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分为创新型企业和其他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检验 CEO 过度自信

对创新型企业和其他企业现金水平和现金价值的影响。当一个行业的平均研发强度高于

一年内所有行业的平均研发强度时，本文将该行业定义为创新型行业。

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样本中 Holder67 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企业样本中

Holder67 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这表明当公

司属于需要研发的创新型企业时，过度自信的 CEO 对现金持有的动机较高。在创新型企

业样本中，高度乐观和适度乐观的回归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在其他企业样

本中则不显著。

创新型企业样本中 Holder67×△Cash 的回归系数系数显著为正，其他企业样本中

Holder67×△Cash 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在创新型企业中，OC 企业的现金附加值比非

OC 企业高 0.712 美元；但在其他产业中，OC 企业的现金附加值比非 OC 企业的现金附加

值没有显著性差异。

这验证了假设 3a 和假设 3b。创新型企业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和更具挑战性的投资决

策，而过于自信的 CEO 往往倾向于执行艰巨的任务而不是简单的任务，他们比不自信的

CEO 更有能力进行风险投资。因此，在创新型企业中 OC 公司比非 OC 公司拥有更高的现

金持有激励。然而，其他行业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投资机会可能不如创新型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高 OC 公司的现金价值并不显著高于中等 OC 公司。这一发现表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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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对适度乐观 CEO 管理的公司持有现金，而不是对高度乐观 CEO 管理的公司持有

现金，因为高 OC 公司在 CEO 信心和市场对投资回报预期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中等 OC 公司

更大。

4.现金持有动机对过度自信 CEO 现金持有的影响

在考察了 CEO 过度自信对公司现金政策影响的解释渠道后，本文将传统的现金持有

理论与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动机的不

同而不同。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模型检验公司财务约束是否会影响 CEO 过度自信对公司现

金持有的影响：

SAIndexi,t=-0.737×SIZEi,t+0.043×SIZEi,t2–0.040×AGEi,t

分析回归结果发现：(1)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不随公司现金持有

的交易动机而变化。(2)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与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性

动机存在显著差异。(3)过度自信的 CEO 不存在代理问题。

5.现金持有动机对过度自信 CEO 现金价值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继续考察察了现金持有动机对过度自信 CEO 对现金价值的影响。回归结

果表明，大多数现金持有动机对 OC 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没有显著影响。在

本文的初步分析中，这些现金持有动机确实显示了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重大影

响。然而，当考虑 CEO 过度自信的影响时，除了预防性动机对 CEO 过度自信现金持有的

正向影响外，不同现金持有动机对 CEO 过度自信现金水平和现金价值的影响并不存在显

著差异。总体的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的观点，即 CEO 过度自信是公司现金政策的一个重要

替代解释。

6进一步分析：现金来源

本文已经确定了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几

乎不受企业现金持有的传统动机的影响，但有一点并不清楚：为什么 OC 公司可以有积

极的投资策略，但仍然建立了充足的现金持有量。正如既有文献所指出的，现金可以从

内部现金流和外部融资收益中节省下来。因此，本文采用模型来检验 CEO 过度自信对现

金来源的影响。回归模型为：

ΔCashi,t=α0+α1Overconfidencei,t+α2Issuei,t+α3Overconfidencei,t×Issuei,t+α4

Debti,t+α5Overconfidencei,t×Debti,t+α6CashFlowi,t+α7Overconfidencei,t×CashFlowi,

t+α8Otheri,t+α9Overconfidencei,t×Otheri,t+α10Assetsi,t+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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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表明，OC 公司使用更多的债务发行和内部现金流而不是股权发行来支持

其投资，而且 OC 公司的股权发行（尽管小于债务发行和现金流）仍然大于非 OC 公司。

这些结果符合本文的推测，即股权也是 OC 公司的一个重要资本来源，因为他们的创新

可能会受到市场的高度重视。与其他来源相比，股权发行对现金节省的贡献更高，这也

为为什么 OC 公司可以拥有比非 OC 公司更高的现金持有量，同时他们也比非 OC 公司投

资更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论据。

本文的研究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公司是由过度自信的 CEO 管理，还是由非过度

自信的 CEO 管理，可能不是由外来因素决定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公司可能会因为难以

观察的原因选择聘用过度自信或非过度自信的 CEO，而被忽略的变量可能会使实证结果

产生偏差。还有一个担忧是，现金比例较高的公司可能倾向于雇佣过于自信的 CEO，这

导致了因果关系的逆转。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在模型中引入了同期（滞后）现金流和

过度自信测度的交互项；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调查现金持有量高的公司是否更可能在有

人员流动的情况下雇佣过度自信的 CEO，并对 CEO 变更前后的处理效果进行分析，以确

认 CEO 过度自信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最后，本文还构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 CEO 过度

自信跟踪测度，以及基于置信度的指标变量 Confidence top，考察 CEO 过度自信与企

业现金持有的关系。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了内生

性因素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过度自信的 CEO 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正面影响。

结论

作者提出，除了权衡理论和代理理论外，CEO 对风险投资的信念和态度，即 CEO 过

度自信是企业现金政策的另一种解释。尽管先前文献中的研究发现，OC 公司倾向于在

研发和风险投资上投入更多，并有更多的创新产出，这使得 CEO 过度自信倾向于拥有更

高的现金持有交易/预防动机，这些公司特定研究结果的背景主要是由于 OC 公司所处的

投资环境，即外部产业属性，而不是内部公司特征。此外，虽然现金充裕的公司和 OC

公司都有可能进行破坏价值的并购，但过于自信的 CEO 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故意这样

做的。

文章发现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价值有正向影响，而这种正向影响是

由于 OC 公司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研发支出和风险投资需要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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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资本。此外，CEO 过度自信比不 CEO 过度自信更有能力应对这些困难的挑战。因

此，过度自信是驱动 CEO 持有现金动机的关键。此外，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

正向影响只受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而不受成长机会和公司治理的影响。CEO 过度自信

对现金价值的正向影响不受所有传统现金持有动机的影响。将心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

相结合，可以区分 CEO 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其他传统动机。

通过对现金来源的分析，作者可以理解，与非 OC 公司相比，OC 公司在投资更多的

同时，为什么持有更多的现金。尽管 CEO 过度自信避免了股票发行，但一旦发行，OC

公司往往会发行比所需更多的资本，然后从股票发行中节省更大比例的净收益。股权发

行对现金节省的贡献大于债务发行，这表明股权发行对 OC 公司现金政策的重要性。

要完全消除这一研究问题中的内生担忧并非易事，文章已经做了一些合理的稳健性

检验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corpfin.2020.101577

作者单位：Yenn-Ru Chen 国立政治大学，Keng-Yu Ho 国立台湾大学，Chia-Wei Yeh

国立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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