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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避税行为驱动实业金融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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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沪深非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避税行为对其金融化水平
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金融化水平越高。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避

税主要通过“现金流效应”和“代理成本效应”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对内部

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无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如何，企业避

税行为都能够无差别地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实体企业避税行为对其金融化水平的影

响机理，丰富企业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有助于中国税收征管政策的进

一步优化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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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全球经济下行和中国实体企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利润下滑、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等问题的出

现，实体企业将投资的视野逐步转向了能够在短期内带来高收益的金融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杜

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等，２０１８）［１～２］。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对５０００户工业企业２０２１年一季度
财务状况的调查数据就显示：企业金融和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７．８％。这意味着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企业金融化的趋势依然存在，并已成为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重要隐患，以及实现“六稳”“六保”目标的重要障碍。中国政府部门、中央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

和重要文件中强调“不走脱实向虚的路子”，而出于获取管理权私利和控制权私利，高管和控股股东有

动机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企业金融化是逐利动机下，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在投

资活动上的重要体现。避税行为则作为当前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传统的避税代理观从微观层

面着重考察了企业避税对企业价值、投融资行为和公司治理效果等方面产生的影响（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刘行和吕长江，２０１８）［３～６］，以及审计师特征、内部控制质
量、机构投资者持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王亮亮，２０１６；李青原和王露萌，
２０１９）［７～８］。这些研究普遍认为，企业避税会提升企业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继而影响到审
计收费和企业投资效率，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企业金融化水平则反映的是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对金

融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行为。那么企业避税程度会对其金融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进一步地，这种

影响的可能机制是什么？再者，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产权性质等又是否会影响企业

避税程度与金融化水平的关系呢？回答以上问题，能够为中国当前“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的提升，

以及税务部门进行税收监管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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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是以企业所得税避税为研究对象的，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税基存在较大操纵空间，而流转税

税基相对较明确，且近年来国家通过“金税工程”对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避税进行了较严格监管；

同时，考虑流转税数据相对较难获取。借鉴以上企业避税主流研究文献的做法，本文所指的企业避税

行为专指企业所得税的避税行为。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选择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沪深非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避
税行为对其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行为驱动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且

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财富和代理成本的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内部控制较弱的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避税行为会更加显著地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然而机构

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１）已有文献从审计师特征、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会计信息质
量特征等方面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王亮亮，２０１６；李青原和王露萌，
２０１９）［７～８］，同时，对企业避税在企业投融资行为、公司治理、公司绩效、审计师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影响
进行了较深入研究（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刘行和吕长江，
２０１８）［３～６］，但尚未有文献考察企业避税与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然而，深入探究企业避税程度与企业
金融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能够深化企业避税经济后果和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对企业财务决

策和税收征管工作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能够为中国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税收征管政策以及

防范化解系统性重大风险提供微观层面证据。（２）将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到企业金融化水
平上，并从企业避税的“现金流效应”“信息质量效应”“代理成本效应”等方面，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了企业避税对其金融化水平的影响。这有利于丰富“避税代理观”，并有助于更好地探究避税对企业

价值的影响路径。（３）挖掘出企业避税影响其金融化水平的路径：企业避税程度———现金流水平———
金融化程度、企业避税程度———代理成本———金融化程度。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

中介传导机制的研究，能够为认识企业避税和金融化的关系提供更深层次的逻辑和中间环节。（４）同
时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横截面差异对企业避税程度与金融化水平

关系的影响。这能够揭示企业避税程度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约束条件，为理解企业避税程度与金

融化水平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宏观因素看，金融部门资源供给的增加、资本的逐利

性、恶劣的实业环境、滞后的金融市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产能过剩、繁冗的税费等挤压了实体经济

盈利空间，使实体企业纷纷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Ｄａｖｉｓ，２０１８；黄贤环等，２０１８）［９］［２］。同时，货币政
策宽松程度、国家监管环境、部门和地方监管政策等也会对企业金融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房

产限购政策在抑制企业投资性房地产投资的同时，能够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增加对实体资产的投资，

实现企业投资结构的“脱虚返实”，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总量和结构都会产生

影响，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杜勇等，２０１７）［１］。可见，已有文献关注到税收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
影响，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考察应对税收征管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微

观影响因素层面，金融渠道的高收益率会缩短企业管理层视野，降低固定资产、研发创新和新产品研

发等实体投资，进而导致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问题（Ｄｅｍｉｒ，２００９）［１０］。而企业高管特征在企业金融
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如ＣＥＯ、ＣＦＯ、总经理等的背景特征（杜勇等，２０１９）［１１］。财务会计专业教育背景
的ＣＦＯ、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短期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好金融资产的投资，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
（刘伟和曹瑜强，２０１８）［１２］。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较弱、管理层过度自信、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越活
跃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金融资产（闫海洲和陈百助，２０１８；黄贤环和王瑶，２０１９）［１３～１４］，
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金融化（王瑶和黄贤环，２０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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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微观影响因素方面，已有文献着重探究了实体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

响，而事实上企业对于纳税的态度和避税行为很可能影响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进而影响金融化水

平，但是鲜有文献对此进行必要的研究。

（二）企业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

关于企业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已有文献主要涉及三类研究：一是研究企业避税对投融资活

动的影响。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研究发现，企业避税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且主要表现为过
度投资，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这一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４］。然而，胡晓等（２０１７）的研究发
现，避税对企业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因融资压力缓解而减少投资不足，另一方

面却因代理问题恶化而加剧过度投资［１６］。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越高，且银行会通过

在贷款合同中设置较多的非价格条款和缩短贷款期限，以应对公司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后青松等，

２０１６）［１７］。而融资约束越高的企业，越有动机进行避税行为（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王亮亮，
２０１６）［５］［７］，这反映出企业避税能够给企业带来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同时，刘行和吕长江（２０１８）研
究发现，避税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效应，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显著［６］。二

是研究企业避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企业为了避税往往会降低有关财务信息质量，以此规避税务部

门监管。研究发现，企业内部人会通过避税行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财富进行大量的掏空和

转移（Ｄｅｓ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１８］，而经理人会通过避税来隐藏坏消息，从而导致企业股票在未来出现暴跌
的现象（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３］。叶康涛和刘行（２０１４）则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越高，内部代理成
本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过程中，为了避免被税务监管部门发现，往往采取非常复杂且不透明的交易活

动以掩盖其避税行为［１９］。三是研究企业避税对审计师行为特征的影响。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将企

业避税作为一种审计风险，因此，对避税企业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

（ＤｏｎｏｈｏｅａｎｄＫｎｅｃｈｅｌ，２０１４）［２０］。刘笑霞等（２０１９）则研究认为，审计师能够识别出企业避税行为，同
时，内部控制质量和产权性质可以缓解税收激进度与审计师变更［２１］。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公司治理等角度研究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同时，

对企业避税在投融资活动、公司治理、审计师行为特征以及企业绩效等方面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

然而，鲜有文献涉及企业避税代理观下，企业避税行为如何影响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

的金融化行为。而探讨企业避税程度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优化调整“减税降费”

政策和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引导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具有较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理性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对金融领域的投资行为，在实业与金融业发

展不协调的环境下，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能够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高于主业投资的收益（杜勇等，２０１７；
黄贤环等，２０１８）［１～２］。因此，在逐利动机下，实体企业倾向于将既有资金投资于金融领域，而非实业
领域。再者，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偏离主业的投资行为，是企业内部代理问题的重要体现（杜勇等，

２０１７）［１］。企业避税由于具有“现金流效应”，能够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现金流，同时，会给企业带来更
加严重的代理问题，这就很可能影响到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首先，企业避税行为能带来更加充裕的现金流，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企业会提升对金融资产的投

资。一方面，税收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现金流支出，企业避税程度越高，留存在企业内部的现金流越

多，从而其财务实力越雄厚（刘行和吕长江，２０１８）［６］。因此，企业避税具有较好的“现金流效应”，能
够为企业补充现金流。已有研究发现，企业可以用避税所节约的现金流进行更大幅度的投资、更加频

繁的并购、更加密集的广告营销支出等（刘行和吕长江，２０１８）［６］。这意味着，实体企业在进行避税后，
将有更多的现金流，而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有动机将资金用于金融资产的投资。

同时，作为内部资金，避税所带来的现金流增加，是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资金来源，这就更可能驱使企

业将节税所产生的现金流投资于能够为其带来短期高收益的金融领域，提升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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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现金流流出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企业避税能够产生节税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

资约束（ＬａｗａｎｄＭｉｌｌｓ，２０１５）［２２］。例如，刘行和吕长江（２０１８）发现，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越有可能
通过税收规避节约税负，以缓解融资困难［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等（２０１５）［５］和王亮亮（２０１６）［７］基于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的研究也发现，在面对危机时，企业会提高避税程度，且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

业表现更明显。这表明，企业避税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现金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活

动。而相对于主业投资的长期性、利润下滑等弊端，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行为，作

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企业倾向于将现金流投资于金融领域（杜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
等，２０１８）［１～２］。因此，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企业避税所带来的现金流，能够促进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
资，表现出更严重的金融化现象。

其次，企业避税会加剧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高管的逐利动机，进而促使企业高管更

倾向于金融投资。避税行为作为一种隐蔽的企业行为，只有信息越不透明，或者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时，越有操作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企业有意进行避税时，往往会降低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加剧公司

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此达到避税的目标，同时规避税务部门的监管。已有文献已经证实了以

上观点，例如，Ｄｅｓａｉ等（２００７）研究发现，企业内部人会通过避税行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财富
进行大量的掏空和转移；避税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１８］。Ｋｉｍ等（２０１１）则发现，经理人会通过避
税来隐藏坏消息，从而导致企业股票在未来出现暴跌的现象［３］。企业避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

提升，很可能使得经理层和控股股东有动机获取私利。由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存在，经理层有动机通

过信息优势进行具有高收益的金融资产投资，以便通过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短期内迅速提升企业业绩，

以获取契约规定的薪酬或者超额报酬；同理，控股股东也有动机借助于企业避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进

行金融资产的投资以便获取控制权私利（杜勇等，２０１７）［１］。因此，企业避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
升，公司内部代理问题越严重，越有可能推动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提升金融化水平。

最后，企业避税会加剧企业内外部代理问题，使得高管和控股股东出现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

升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的研究证实，企业避税会提升企业代理成本［４］。企业避

税过程中，为了应对税务机关的查处，往往会采取非常复杂且不透明的交易行为，这就恶化了内外部

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企业内部人往往利用信息不透明的机会谋取私利（Ｄｅｓａｉａｎ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ａｌａ，２００６；
Ｄｅｓ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叶康涛和刘行，２０１４）［２３］［１８～１９］。换句话说，企业避税行为导致企业高管有动机借助
信息不透明的环境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以便获取管理权私利；而控股股东为了获取控制权私利，也

有动机将企业避税带来的现金流投资于金融领域。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由于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

对称的存在，高管在金融资产配置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动机利用管理权获取私利。杜勇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就发现，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为了获得短期超额报酬，管理层会缩短视野，倾向于金融
资产投资进行套利；同时，在中国股权高度集中的环境下，大股东具有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和能力，尤

其代理问题越严重时，短期金融资产的投资越可能成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工具［１］。文春晖和

任国良（２０１５）的研究也发现，在金字塔结构的掩护下，虚拟终极控制人热衷于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和金
融等虚拟经济领域［２４］。由此可见，企业避税带来的代理问题，很有可能促使高管和大股东倾向于进

行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从而提升金融化水平。

综上分析，企业避税行为很可能通过“企业避税程度———现金流水平———金融化程度”“企业避税

程度———代理问题———金融化程度”的传导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鉴于此，本文预期企业避税程

度越高，其金融化水平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检验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
对象。由于２０１７年新出台的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进行新的划分，使得资产负债表中金融资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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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发生了增删，为了统一金融化水平的测度，本文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本文对搜集到的样本数据作如
下处理：删除样本缺失值；删除资产负债率大于１的样本；删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样本；删除存在异常
值的样本。经过以上处理，本文一共取得了９０６６个样本观测值。为了缓解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
响，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自ＣＳＭＡＲ和ＷＩＮＤ数据库。

（二）变量界定

１．金融化水平的界定。虽然金融化主题的研究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但对于金融化水平的测度已
有文献尚未达成一致的见解。借鉴学者（Ｄｅｍｉｒ，２００９；杜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等，２０１８）研究［１０］［１～２］，本

文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和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
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净额）／资产总额”计算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变量（Ｆｉｎ）的
值。同时，借鉴已有研究（杜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等，２０１８）［１～２］，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对金融资产范畴进
行不同的界定，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重新计算金融化水平：Ｆｉｎ０＝（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
发放贷款和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资产总额；
Ｆｉｎ１＝（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
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总额；Ｆｉｎ２＝（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资产总额。
２．避税程度的界定。根据已有文献研究，企业避税的测度主要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实际所得

税税率及其变体，第二类为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变体（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４］。具体地：其一，
由“名义利率－实际所得税税率”之差Ｒａｔｅ表示，其中，实际所得税税率＝（当年所得税费用－递延所
得税费用）／会计利润。这种方法能够使企业避税程度具有可比性，且值越大，避税程度越高（刘行和
叶康涛，２０１３）［４］。其二，按照“名义所得税税率 －实际所得税税率”的５年平均值（从第 ｔ－４到第 ｔ
期）进行衡量。这种方法主要是出于对税收返还、企业和税收征管部门的税务纠纷可能会持续几年的

考虑，因为仅仅使用当期实际税率衡量企业避税可能并不合理（Ｄｙｒ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５］。然而，因为
这种方法需要样本公司数据横跨５年，会导致大量样本数据损失。鉴于此，本文没有考虑这一方法。
其三，采用会计－税收差异（Ｂｔｄ）刻画避税程度，Ｂｔｄ＝（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初资产总额，值
越大表明避税越高；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税率。其四，
借鉴Ｄｅｓａｉ和Ｄｈａｒｍａｐａｌａ（２００６）［２３］的方法，使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Ｄｄｂｔｄ）反
映企业避税行为程度。Ｂｔｄｉ，ｔ＝αＴａｃｃｉ，ｔ＋μｉ＋ξｉ，ｔ，其中，Ｔａｃｃ为总应计利润，由“（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净现金流）／总资产”计算所得。μｉ表示公司ｉ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ξｉ，ｔ表示ｔ年度残差
与公司平均残差μｉ的偏离度。Ｄｄｂｔｄ＝μｉ＋ξｉ，ｔ，代表Ｂｔｄ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那一部分。借鉴已
有文献（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刘笑霞等，２０１９）［４］［２１］的主流做法，本文采用Ｂｔｄ和Ｄｄｂｔｄ两个指标反映
企业避税程度。同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名义所得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税率之差Ｒａｔｅ反映企业
避税程度。

３．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杜勇等（２０１９）［１１］、黄贤环等（２０２１）［２６］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因素的
影响：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以企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表示；财务杠杆Ｌｅｖ，通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计算
所得；现金流Ｃｆ，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资产总额”计算所得；成长能力 Ｇｒｏｗｔｈ，以营业收
入增长率表示，通过“（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计算所得；盈利能力Ｒｏｅ，以净
资产收益率表示；有形债务占比 Ｔａｎｇ，通过“（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资产总额”计算所
得；产权性质Ｓｏｅ，若为国有控股企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０；股权集中度 Ｆｉｒｓｔ，以“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表示；二职合一 Ｄｕａｌ，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以董事会人数表示；独立董事规模Ｉｎｄｉｒｅｃｔ，通过“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求得；管理费用增
长率Ｍａｎａｇｅ，通过“（当期管理费用－上期管理费用）／上期管理费用”计算所得；银企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以
“非流动负债合计／负债总额”计算所得；营运资本Ｗｃａｐｉｔａｌ，以“（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资产总额”表
示；主业获利Ｍｂ，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表示；金融活动获利Ｆｉｎａｃｔ，以“（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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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利润总额”表示。同时，还控制了年度Ｙｅａｒ和行业Ｉｎｄ。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实体企业避税行为与其金融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设计以下实证模型：

Ｆｉｎｉｔ＝α０＋α１Ｄｄｂｔｄｉｔ（Ｂｔｄｉｔ）＋α２Ｓｉｚｅｉｔ＋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ｅ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ｉｔ （１）

其中，Ｆｉｎ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Ｄｄｂｔｄ和Ｂｔｄ表示企业避税程度。当α１显著为正
时，说明企业避税会显著提升金融化水平，反之则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ε则为模型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１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 Ｆｉｎ，最大值趋于１，
最小值趋于０，均值为０１９９，１／４分位数为００１８，这反映出当前中国实体企业普遍存在金融化现象，
但是金融化水平差异较大。从企业避税程度看，Ｄｄｂｔｄ的最大值为０２９８，最小值为 －０３５７，均值为
０００５，３／４分位数为００４８；Ｂｔｄ的最大值为０１８１，最小值为 －０２７３，３／４分位数为００３１，以上描述
性统计结果与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４］的研究基本一致。这也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避税程度差异较大，
且由于中国税收征管比较严格，有一部分企业的应纳税额所得额比会计利润要大。其余变量描述性

统计结果，在此不一一赘述。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１／４分位数 中位数 ３／４分位数 最大值

Ｆｉｎ ９０６６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７ ０．３１６ １．０００

Ｄｄｂｔｄ ９０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７ －０．３５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８ ０．２９８

Ｂｔｄ ９０６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２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１

Ｓｉｚｅ ９０６６ ２１．８３９ １．２２９ １７．４１４ ２０．９９４ ２１．６８４ ２２．４８１ ２８．５０９

Ｌｅｖ ９０６６ ０．４２４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２５１ ０．４１３ ０．５８８ ０．９９５

Ｃｆ ９０６６ ０．０５３ ０．１０８ －０．９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５ ２．３４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９０６６ ０．３５４ ０．９７４ －０．７２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５ ０．４０５ ７．３５８

Ｒｏｅ ９０６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５ －５．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４ ５．７１４

Ｔａｎｇ ９０６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２ ０．２４３ １．０８７

Ｓｏｅ ９０６６ ０．３９０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Ｆｉｒｓｔ ９０６６ ０．３５３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２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４５３ ０．９００

Ｄｕａｌ ９０６６ ０．２５５ ０．４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Ｂｏａｒｄ ９０６６ ８．７１６ １．７３３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９０６６ ０．３７３ ０．０５６ ０．１８２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４２９ ０．８００

Ｍａｎａｇｅ ９０６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１ ０．５６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９０６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７ ０．８４６

Ｗｃａｐｉｔａｌ ９０６６ ０．２０９ ０．２５８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４ ０．３９０ ０．７８２

Ｍｂ ９０６６ ３．９５５ ６．２４７ －１２．０５５ １．６２５ ２．５６１ ４．３５２ ３９．２３６

Ｆｉｎａｃｔ ９０６６ ０．２４３ ０．７８１ －０．９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９ ５．５５２

·１５·

　黄贤环，王瑶：企业避税行为驱动实业金融化了吗



　　（二）实证结果
表２报告了企业避税与金融化水平的回归结果。表２列（１）显示，企业避税程度Ｄｄｂｔｄ与金融化

水平Ｆｉｎ的回归系数为０．６０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２列（２）显示，企业避税程度Ｂｔｄ与金融化水平
Ｆｉｎ的回归系数为０．６２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金融
化水平也越高。企业避税的很大动机在于规避税收征管，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现金流，降低税费缴纳的

现金流支出，而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比较充裕的现金流会使得企业将现金流投资于金融领域获取可

观的收益，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避税可能会导致信息更加不透明，带来更

加严重的代理问题，而这种代理问题的存在会驱动高管和控股股东拥有更大的动机进行金融资产投

资，以获取管理权私利和控制权私利。

从控制变量来看，现金流水平Ｃｆ、成长能力Ｇｒｏｗｔｈ、银企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与金融化水平Ｆｉｎ的回归系
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现金流越充裕、成长能力和银企关系越好的企业，越有动机从事高
收益和高风险的金融领域投资，提升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此外，金融活动获利水平 Ｆｉｎａｃｔ越高的企
业，其金融化水平越高，这表明实体企业出于逐利动机，会选择比实业利润更高的金融领域进行投资，

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然而，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与金融化水平Ｆｉｎ的回归系数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反映出规模较大的企业越不愿意从事金融投资，这有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自身市场占有

率较高，核心竞争力较强，且一般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相对较完善，代理问题可能较低，更愿意集

中精力做好主业；也有可能是因为规模越大的实体企业，其转换成本越高，迫使实体企业维持已有的

实业投资，以保持企业的运转。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 Ｆｉｎ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
负，这表明盈利能力整体较好的企业，可能并不愿意进行金融化。有形债务占比 Ｔａｎｇ与实体企业金
融化Ｆｉｎ的回归系数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反映出有形债务占比Ｔａｎｇ越高的企业，由于其转
换成本、沉没成本较高，难以摆脱主业直接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营运资金占比 Ｗｃａｐｉｔａｌ与实体企业
金融化Ｆｉｎ的回归系数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地，主业收入占比Ｍｂ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水平的回归系数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实体企业主业利润越高时，企业越不愿意从事
自己并不熟悉、且风险较高的金融领域投资。

表２　主检验结果

（１） （２）

Ｄｄｂｔｄ
０．６０６

（９．２５２）

Ｂｔｄ
０．６２１

（８．５０８）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５．９１９） （－５．８５４）

Ｌｅｖ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０．４５８） （１．３８７）

Ｃｆ
０．５４６ ０．１４１

（９．７４８） （４．２４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３．２０２） （３．２８０）

Ｒｏｅ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２

（－２．６３５） （－２．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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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１） （２）

Ｔａｎｇ
－０．４７３ －０．４８３

（－１５．８８２） （－１６．５４２）

Ｓｏ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４５１） （－０．２６０）

Ｆｉｒｓ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１．４１６） （－１．１４６）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８）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６）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２

（１．２５３） （１．４７７）

Ｍａｎａｇｅ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６１２） （０．５７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８６ ０．３５７

（９．０１８） （８．３７３）

Ｗ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２９６ －０．２７１

（－１６．８１６） （－１５．４９７）

Ｍｂ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４．５３７） （－５．７４１）

Ｆｉｎａｃ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９．０４４） （８．７８１）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５０５ ０．８４８

（４．７７７） （９．２７７）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１．改变关键变量的测度方法。已有文献（杜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等，２０１８；黄贤环和王瑶，
２０１９）［１～２］［１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对其测度尚未统一，这主要在于对金融
资产的范畴认识有所不同。部分学者认为长期股权投资不应该纳入到金融资产的范畴，因为对子公

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很可能是对主业的扩张，而并非是一种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因

此，基于这种观点，把长期股权投资从金融资产的范畴剔除，构建Ｆｉｎ０＝（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发放贷款和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资产
总额。另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并不在金融资产的范畴，只是由于市场上人为

炒作的原因，使得房地产有了金融资产的属性（黄贤环等，２０１８；杜勇等，２０１９）［２］［１１］。鉴于此，构建
Ｆｉｎ１＝（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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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总额。同时，综合前述两个原因，构建 Ｆｉｎ２＝（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
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和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资产总额。表３报
告了改变金融化测度方式的回归结果。从表３中可以看出，无论是Ｄｄｂｔｄ还是Ｂｔｄ，与Ｆｉｎ０、Ｆｉｎ１、Ｆｉｎ２
的回归系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企业避税提升了金融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即
便改变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测度方式，依然得到与主检验一致的研究结论。

表３　替换金融化变量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ｉｎ０ Ｆｉｎ０ Ｆｉｎ１ Ｆｉｎ１ Ｆｉｎ２ Ｆｉｎ２

Ｄｄｂｔｄ
０．０７７ ０．５８４ ０．０５４

（４．４４５） （９．１３２） （４．３５８）

Ｂｔｄ
０．１８８ ０．５９９ ０．１６６

（５．５７３） （８．２３４） （５．２７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４５６ ０．７８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１

（－０．８４３） （０．４１５） （４．３９５） （８．６３２） （－３．０２８） （－２．２１０）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报告了同时改变金融化水平和企业避税程度测度方式的回归结果。从表４中的回归结果可
以发现，企业避税程度 Ｒａｔｅ与金融化水平 Ｆｉｎ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５，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企业
避税程度Ｒａｔｅ与金融化水平指标 Ｆｉｎ０、Ｆｉｎ１、Ｆｉｎ２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回归结果表明，
即便同时替换企业避税程度和金融化水平的测度方式，依然得到与主检验一致的研究结论，即企业避

税程度越高，金融化水平越高。这进一步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４　替换金融化和避税变量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Ｆｉｎ Ｆｉｎ０ Ｆｉｎ１ Ｆｉｎ２

Ｒａｔｅ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４

（６．４２６） （３．４０９） （６．０５６） （３．０６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８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７４８ －０．０６２

（８．６２２） （－０．０７１） （８．０３０） （－２．５０２）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地，借鉴刘贯春等（２０１７）［２７］的做法，为了克服“避税程度”与“金融化水平”两指标设计上
可能存在的既有相关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部分继续按照分行业分年度均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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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企业避税程度指标Ｍｅａｎ＿Ｄｄｂｔｄ与 Ｍｅａｎ＿Ｂｔｄ；接着，若实际避税程度 Ｄｄｂｔｄ大于分行业分年度
避税程度均值Ｍｅａｎ＿Ｄｄｂｔｄ，设置变量Ｍｅｅ＝１，否则取值为０；同时，若实际避税程度Ｂｔｄ大于分行业分
年度避税程度均值 Ｍｅａｎ＿Ｂｔｄ，设置变量 Ｍｂｔｄ＝１，否则取值为０。经过以上变量设定，将变量 Ｍｅｅ和
Ｍｂｔｄ分别代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从表５中可以看出，企业避税程度越是高于分行业
分年度均值时，其金融化水平越高。这就表明，企业避税行为会驱动其金融化行为，与主检验结论一致。

表５　以分行业分年度避税程度均值设定避税程度指标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Ｍｅｅ
０．０３９

（７．０３３）

Ｍｂｔｄ
０．０４９

（９．３７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７３２ ０．９１４

（７．６９８） （９．８２６）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考虑内生性问题。主检验部分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避税会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相反，金
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存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又主要是因为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杜勇等，２０１７）［１］。可见，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其信息不透明度越高，而这必然
给企业管理层避税提供了较好的环境。由此可见，企业避税程度和金融化水平之间很可能存在反向

因果关系。为缓解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部分借鉴刘贯春等

（２０１７）［２７］的做法，分别以企业避税程度Ｄｄｂｔｄ和 Ｂｔｄ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２ｓｌｓ回归。这是
因为，自变量的滞后一期是前定变量，与当期自变量相关，但不会受到当期因变量的影响，因此，对自

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能够较好地应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弱工具

变量检验发现，采用 Ｄｄｂｔｄ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的 Ｆ统计量为７８．３４１１，而以 Ｂｔｄ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的 Ｆ统计量为１８７．８６７。可见，以 Ｄｄｂｔｄ和 Ｂｔｄ的滞后一期作为工
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表６可以看出，考虑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关键变量和变量测度误差
后的回归结果依然表明实体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金融化水平越高。这进一步验证了主检验部分的

研究结论。

表６　内生性的检验结果（１）

（１） （２）

Ｄｄｂｔｄ Ｆｉｎ

（３） （４）

Ｂｔｄ Ｆｉｎ

Ｌ．Ｄｄｂｔｄ
０．０６３

Ｌ．Ｂｔｄ
０．１４３

（８．８５１） （１３．７０６）

Ｄｄｂｔｄ
３．３８６

Ｂｔｄ
２．００１

（５．４１７） （４．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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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１） （２）

Ｄｄｂｔｄ Ｆｉｎ

（３） （４）

Ｂｔｄ Ｆ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４ ０．５９４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６ ０．５５６

（０．２１８） （６．６３２） （１．８３３） （６．９０４）

Ｎ ６５３０ ６５３０ Ｎ ６５３０ ６５３０

Ｒ２＿ａ／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０．７２５ ８６３．４０ Ｒ２＿ａ ０．４８０ ０．０８７

　　注：除列（２）的括号内数值为ｚ值，其余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地，分别以Ｍｅｅ和Ｍｂｔｄ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Ｍｅｅ和Ｍｂｔｄ是二
分类变量，能够较好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发现，第一阶段回归Ｆ统计量
的值大于１０，即不存在弱识别问题。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表７列（１）和列（２）显示，以Ｍｅｅ为工具变
量进行两阶段回归，Ｄｄｂｔｄ的回归系数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表７列（３）和列（４）可以看出，
以Ｍｂｔｄ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Ｂｔｄ的回归系数也在１％的水平显著为正。以上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考
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得到与主检验一致的研究结论。

表７　内生性的检验结果（２）

（１） （２）

Ｄｄｂｔｄ Ｆｉｎ

（３） （４）

Ｂｔｄ Ｆｉｎ

Ｍｅｅ
０．０５８

Ｍｂｔｄ
０．０５１

（５５．２８４） （６１．０５２）

Ｄｄｂｔｄ
０．６７５

Ｂｔｄ
０．９５９

（７．３４６） （９．８４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０７２ ０．５２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８ ０．５０５

（－５．７０９） （８．１１１） （－２．６２６） （７．８４２）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７６５ ０．１６０ Ｒ２＿ａ ０．５７３ ０．１５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仅考虑制造业企业样本。实体企业主要由制造业企业构成。制造业企业以生产和销售产品为
主业，是典型的实体企业，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由于产能过剩、产品滞销、

利润下滑以及回报周期长等原因，使得较多的实体企业纷纷涉足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表现出严重的

“脱实向虚”现象（黄贤环等，２０１８；杜勇等，２０１９）［２］［１１］。基于此，本部分仅选择制造业企业的样本进
行检验。如表８所示，当仅考虑制造业企业样本时，企业避税程度 Ｄｄｂｔｄ与金融化水平 Ｆｉｎ的回归系
数为０．５７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实体企业避税程度Ｂｔｄ与金融化水平Ｆｉｎ的回归系数则为０．７０１，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表明，实体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金融化水平越高，得到与主检验一致的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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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制造业企业样本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Ｄｄｂｔｄ
０．５７９

（７．９４５）

Ｂｔｄ
０．７０１

（８．１８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５６４ ０．５４４

（７．５８６） （７．３６８）

Ｎ ６２００ ６２００

Ｒ２＿ａ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六、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企业避税行为会显著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然而，这其

中的作用机理还停留于理论分析层面。因此，本部分尝试挖掘出企业避税对其金融化水平的影响路

径，以期为理解企业避税影响金融化的关系提供中间环节和更深层次的逻辑。

企业通过避税行为可以降低所得税费的现金流支出，而将现金流留存于企业，提升企业的可

用资金。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更倾向于将资金投资于能够为其带来短期绩

效的金融资产领域，从而表现出更高的金融化水平。因此，企业避税影响金融化水平可能的路

径为：“企业避税程度———现金流水平———金融化程度”。同时，前文理论分析中从企业避税的

“信息质量效应”“代理成本效应”阐述其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并基于已有文献研究发现，

企业避税行为会导致企业信息更加不透明，代理问题更加严重，进而降低投资效率，且导致高管

和控股股东有动机和能力获取管理权私利或控制权私利（Ｋｉｍ等，２０１１；Ｄｅｓａｉ等，２００７；叶康涛
和刘行，２０１４）［３］［１８～１９］。而对具有高收益特征的金融资产的投资，是实现管理权私利和控制权
私利的重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不对称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企业内外部产生严重的代理

问题，因此，代理成本效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信息质量程度。基于此，本文挖掘出企业避税

影响金融化水平的第二条可能路径为：“企业避税程度———代理成本———金融化程度”。

针对“企业避税程度———现金流水平———金融化程度”的路径，本文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Ｃｆ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第一条路径是否成立。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通
过模型 Ｂｔｄｉ，ｔ＝αＴａｃｃｉ，ｔ＋μｉ＋ξｉ，ｔ，拟合企业避税程度 Ｄｄｂｔｄ的过程中，式中 Ｔａｃｃ为总应计利润，
由“（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总资产”计算所得。若再以 Ｃｆ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
介机制检验会产生自回归的问题。鉴于此，本部分仅考虑因变量为 Ｂｔｄ时的中介机制是否成立。
如表９所示，从表９列（２）可以看出，企业避税的确提升了企业现金流；而表 ９列（３）反映，Ｂｔｄ
与 Ｃｆ联合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避税的确通
过提升企业现金流，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会显著提升其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路径一“企业

避税程度———现金流水平———金融化程度”得到验证。

·７５·

　黄贤环，王瑶：企业避税行为驱动实业金融化了吗



表９　现金流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Ｆｉｎ Ｃｆ Ｆｉｎ

Ｂｔｄ
０．６５９ ０．２６３ ０．６２１

（８．９８０） （５．８７３） （８．５０８）

Ｃｆ
０．１４１

（４．２４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０５５ １．４６３ ０．８４８

（１３．０１０） （１６．３６３） （９．２７７）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针对第二条路径的检验，本部分借鉴叶康涛和刘行（２０１４）［１９］的研究，以总资产周转率 Ｔａｔｕｒｎ反
映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值越小，代理问题越严重。如表１０所示，从表１０列（１）和列（３）可以看出，
企业避税变量Ｄｄｂｔｄ和Ｂｔｄ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避税行为的确提升了企业代
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地，从表１０列（２）和列（４）可以看出，无论是企业避税变量还是企
业代理成本变量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且企业避税变量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避税的确通过提升企
业代理问题严重程度，进而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因此，路径二“企业避税行为———代理成本———金

融化程度”得到验证。

表１０　避税代理成本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ｔｕｒｎ Ｆｉｎ Ｔａｔｕｒｎ Ｆｉｎ

Ｄｄｂｔｄ
－０．１５３ ０．６０５

（－２．１７１） （１３．００４）

Ｔａｔｕｒｎ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５．４１９） （－５．０３４）

Ｂｔｄ
－０．６２７ ０．６１１

（－７．７８３） （１１．５５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４４９ ０．５０８ ０．４０８ ０．８５１

（１．２２３） （２．１９２） （１．１２６） （３．６９２）

Ｎ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９０６６

Ｒ２＿ａ ０．３９８ ０．１６３ ０．４０２ ０．１６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ｒｏｂｕｓｔ回归后的ｔ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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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截面差异分析

１．考虑内部控制质量差异。内部控制是企业治理层、管理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制定和实施的，旨
在保证财产的安全完整、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经营的合规性和效率性与效果性的内部治理机制。一方

面，内部控制质量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市场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融资能力和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企业违规行为（王

瑶和黄贤环，２０２０）［１５］。企业避税作为一项税务筹划活动，合理范围内的税务筹划是允许的，也是有
利于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发展，但是过度的税收筹划存在违法违规的可能。同时，高质量的内部

控制能够有效监督约束高管和控股股东获取私利的行为，提升企业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采用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测度内部控制质量。具体地，内部控制质量ＩＣ＝迪博内部控制指数／１００。如表１１
所示，按照内部控制质量ＩＣ的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组和内部
控制质量较差组。从表１１中可以看出，无论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组还是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组，企业避
税程度与企业金融化的回归系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内部控制质量如何，企业
避税行为都会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通过似不相关估计检验Ｓｕｅｓｔ发现，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
差组，企业避税行为对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组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内部控

制质量越好，其信号传递效应越明显，外部融资越便捷，且融资成本相对更低，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强

化了企业避税带来的现金流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作用。

表１１　内部控制质量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内控质量较差 内控质量较好 内控质量较差 内控质量较好

Ｄｄｂｔｄ
０．２８３ １．０４９

（４．２４２） （１４．８９７）

Ｂｔｄ
０．３８０ ０．９８３

（５．５１３） （１１．２８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５５５ ０．３００ ０．５５７ ０．７９５

（５．７４７） （１．２４１） （５．７８２） （３．３１５）
Ｎ ４４４３ ４６２３ ４４４３ ４６２３
Ｒ２＿ａ ０．１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７

系数差异 ｃｈｉ２（１）＝２５．９４，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２（１）＝１３．５２，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００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考虑机构投资者持股差异。在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成为当前国内外企业流行
的做法。机构投资者持股被认为比一般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和更敏锐的判断力；同时，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的提升，能够强化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高管和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ＤｅｓａｉａｎｄＤｈａｒｍａ
ｐａｌａ，２００６；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刘行和叶康涛，２０１３）［２３］［３～４］。然而，也有文献认为，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并
未起到监督高管和控股股东的作用，对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本部分尝试考察机构投

资者持股差异对企业避税程度和金融化水平关系的影响。本文以基金持股比例反映机构投资者在公

司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组和机

构投资者持股较高组。如表１２所示，无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还是较低，企业避税都会显著提
升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地，通过似不相关估计检验 Ｓｕｅｓｔ发现，企业避税程度对两组样本金融化
水平的提升作用的强度并不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还

不足以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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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持股较低组 持股较高组 持股较低组 持股较高组

Ｄｄｂｔｄ
０．４７９ ０．６６７

（６．１６８） （１０．７５４）

Ｂｔｄ
０．５４５ ０．６５４

（６．７２５） （８．８４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５７１ ０．４３７ ０．５７８ ０．７７０

（６．０５６） （１．７７４） （６．１３１） （３．１３９）

Ｎ ４１７４ ４８９２ ４１７４ ４８９２

Ｒ２＿ａ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４９

系数差异 ｃｈｉ２（１）＝２．０６，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１５０８ ｃｈｉ２（１）＝０．５４，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４６１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表示在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考虑产权性质差异。在中国，产权性质的差异会给企业投融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国有企
业规模和资产体量较大，一般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公司治理的各项机制相对较完善，拥有独特的政

治资源，而且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取得政府的扶持，进而能够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比较便捷和低成本

的方式取得信贷资金（杜勇等，２０１７；黄贤环等，２０１８）［１～２］。然而，非国有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公
司治理的各项机制相对较薄弱，而且较少存在政治关联和政府的扶持。因此，非国有企业融资相对较

困难，且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可以预期，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企业避税对国有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具有

更强的推动作用。如表１３所示，按照产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从表１３中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企业避税都会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通过似不相关估计检验

Ｓｕｅｓｔ发现，相对于非国企，企业避税对国企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这表明，企业避税和国有产
权性质带来的融资便捷度、低价融资成本能够共同推动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表１３　产权性质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Ｄｄｂｔｄ
０．４８１ ０．７３６

（７．２４５） （１０．８８２）

Ｂｔｄ
０．６２８ ０．６６２

（８．６７２） （８．４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Ｉｎ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４１９ ０．６５１ ０．４１３ ０．６０９

（４．４２１） （６．９８８） （４．３６８） （６．４９６）

Ｎ ５５２９ ３５３７ ５５２９ ３５３７

Ｒ２＿ａ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３

系数差异 ｃｈｉ２（１）＝３．５８，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５８５ ｃｈｉ２（１）＝０．０６，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８１２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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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避税行为和金融化趋势，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避税程度与金融化水平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提升了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的产生是借助于避税带

来的“现金流效应”“信息质量效应”“代理成本效应”等实现；同时，研究还发现，企业避税对内部控制

质量较好的企业和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丰富避税代理观框

架下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拓宽企业避税和金融化的研究领域，同

时，对于“减税降费”政策的优化调整和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下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１）企业避税的动机在于降低企业税负，将财富留存于企
业。企业避税行为会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而有效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

险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防风险”目标，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

和调整税收征管政策，并切实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税负，有效减少甚至杜绝企业避税现象，积极引导

实体企业回归主业。（２）企业避税通过“现金流效应”“代理成本效应”等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因
此，在中国实现“防风险”“六稳”“六保”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强化税收监管，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有效遏

制企业避税行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同时，加强对偷税、漏税等过度税务筹划行为的惩

罚力度。（３）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产权性质对企业避税和金融化水平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而机构
投资者持股这一外部监督治理机制对企业避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防范化解企业避税、

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提升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

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发挥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治理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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