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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 / 杨金键
服装公司的不同负债的比例、
股权的情况等都是影响其绩效的重要因素，以服装行业上市公司为
样本，首先提出实证假设，通过线性回归探索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具体的关系，最后对服装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的优化、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提高绩效等方面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服装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公司绩效；
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研究
表 1：
因变量因子列表

文献较为丰富，多为理论研究，[1-8]鲜有学者从

变量

服装行业角度研究该问题。本文选取了沪深两

变量名

市 20 家服装业上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1

净资产收益率

Y1

净利润增长率

Y2

总资产周转率

Y3

流动比率

Y4

年年报的财务数据，通过参考吸收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成果，首先筛选服装上市公司的样本，
通过提出实证假设并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不同
的影响因素与服装行业绩效的具体相关关系，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策略。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的选取

经营现金净流量
与净利润的比

变量定义

符号

Y5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Y6

每股收益

Y7

净利润 / 股东权益平
均额
(本年净利润 - 上年净
利润）/ 上年净利润
营业收入净额 / 总资
产平均额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经营现金净流量 / 净
利润

绩效
评价内容
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
经营效率
财务风险
现金回流
公司规模

税后利润 / 股本总数

股东收益

本文选用数据来自在沪深两市的 20 家服
装公司作为样本，以 2011 年年报数据作为原

及股东收益等方面。

始资料。样本的选择上不剔除 ST 及 *ST 公司，
本文将针对服装上市公司中长期资产负

虽然 ST 公司的业绩没有其他公司出彩，但 ST
公司的出现依旧是正常市场运营下发生的。公
司的上市时间均为 8 年以上，以保证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成熟性。
1.2 指标的选取
经营绩效指标包括公司盈利能力、成长能
力、运营效率、财务风险、现金流量、公司规模
杨金键，武汉纺织大学会计学院教师

债率（X1）、资产负债率（X2）、前十大流通股比
例（X3）及第一大股东持股率（X4）等四个指标
作为资本结构的测量，分析其对公司绩效的影
响。
1.3 研究假设
2010 年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后
负债的资金成本逐渐升高，
对于利润率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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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行业来说会加重债务负担，从而影响公司

决定的。前十大流通股比例平均值为 73.847%，

的经营绩效，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说明服装行业上市公司大多数股份可以上市

H1：长期资产负债对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
著的负影响。
H2：经营绩效与其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
系。

自由流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比例平均值为
60.4875%，最小值也有 29.95%，表明服装行业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在日常运营管理决策中
影响较大。

有些学者提出股权的集中度对于公司的

表 2:描述统计表

绩效来说呈现“U”型的结构，[4]大股东持股比例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集中有利于公司绩效，但是过于集中单个股东

GSJX

20

-40.6674

5.9402

-9.673275 13.0128419

手中则可能不利于公司的绩效，针对服装行业

X1

20

.0036

26.5467

8.695965 7.2474636

提出以下假设：

X2

20

38.3330

84.3215 64.971430 11.4350866

X3

20

57.5700

88.2600 73.847000 9.4986221

X4

20

29.9500

83.7400 60.487500 14.9817548

有效的 N

20

H3：公司经营绩效与其前十大流通股持股
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H4：公司经营绩效与其第一大股东持有股
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2.2 线性回归分析

2 实证研究
为了明确公司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是否
存在线性关系，本文对相关指标建立回归方
程。

表 3：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表
变量

预期符号

（constant）

R方

F

Sig.

回归系数

0.243

4.376

0.05***

1.454

其中，GSJX（公司绩效指标）为因变量；
（资

X1

-

0.265

6.834

0.017***

-0.732

本结构指标）为自变量指标，分别为（长期资产

X2

-

0.367

11.016

0.004***

-0.147

负债率）、
（资 产负债率）、
（前 十大 流 通 股比

X3

+

0.358

10.593

0.004***

-0.128

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率）；
茁 为回归系数；
着为

X4

-

0.338

9.704

0.006***

-0.149

常数。
2.1 回归指标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中可以得知，中国服装行业上市公
司的公司绩效指标平均值为 -9.673275，最大
值也只用 5.9402，
说明大部分的服装行业上市
公司绩效都是负的，表明整个服装行业的经营

从上面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得出，四
个自变量的 sig 值均小于 0.05，
说明回归分析
具有一定的可靠程度，
结果有效。回归方程为：
GSJX=1.454-0.732X1-0.147X2-0.128X30.149X4

管理成 果较 差。长 期 资产 负 债率 平 均 值为

公司绩效与长期资产负债率系数为 -0.

8.695965%，表明在服装行业中，公司非流动负

732，
表现出与公司绩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故

债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较小，公司短时间内没

H1 通过检验。服装行业上市公司绩效与资产负

有较大的债务清偿风险。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

债率的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回归系数为 -0.

64.97143%，样本中最高值达到 84.3215%，
可以

147，
H2 成立。公司绩效与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

看出服装行业上市公司中的负债比率十分巨

回归为 -0.128，
例的线性回归分析里，
H3 没有

大，是个高负债行业，这是由其经营的性质所

通过检验，
公司绩效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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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司绩效与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率
回归系数估计值为 -0.149，H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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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欧美国家的资本市场较国内而言十
分发达，具有完善市场运行和监督体制，因此

通过分别比较长期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

他们可以有效地通过外部市场来治理和促进

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得知长期

公司绩效的提高，
从而股权集中度较低。对于

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国服装行业而言，
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现实

通过对比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

条件下，
有必要将公司委托给更加专业的管理

东持股比率分别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系数绝对值

者（代理人），
防止控制少数大股东为私人利益

比较可以看出，
在服装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

结盟，
抑制公司管理层经营管理权力的行为显

司绩效的影响没有第一大股东的影响大。

得尤为重要。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机制和资本市

3 政策建议

场的相关情况，
我们可以推进中国进一步市场

本文通过对中国服装行业上市公司的研

化，
在进一步完善市场中在股权、
投资管理、激

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服装行业

励机制等的过程中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作为支柱产业，其总体业绩也受到严重影响；

促使服装行业上市公司拥有更加合理的资本

公司的资本结构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同时

结构，
进而提高公司绩效。

笔者也发现公司绩效的变化还和资本结构的
具体构成有较大关系。上述的结论不仅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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