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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视角分析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 结合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理论进一步分析企业信息披露质

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途径。 通过匹配合并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

易数据、 万得 （Ｗｉｎｄ）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指数，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发现： 企业信息披

露质量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且这种影响在企业、 行业、 地域层面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 高质量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事前信息不对称及事后信息不对称， 能有效

降低企业外部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风险和企业内部的双向道德风险， 从而以降低融资

约束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渠道显著改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在开展了双向因果内生

性检验， 改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和剔除特殊样本等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

依旧成立。 本研究表明， 内部信息披露管理是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着力

点， 在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中需要进一步增强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管理。
关键词： 信息披露 ； 融资约束 ； 人力资本 ； 产品质量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５－００６４－１７

一、 引言及文献回顾

信息披露制度是为保护投资者权益， 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等规章制

度的相继出台， 标志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逐渐走向成熟。 信息披露作为链接

外部监管及企业内部治理的桥梁， 不仅有助于保护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也能进一步

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在现实中， 源于企业在治理结构完善性及

信息披露重视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其信息披露质量也相应有很大差异。 据此， 企

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往往不仅反映了企业内部信息对称水平， 也将进一步影响企业与

外部的信息对称性。 由于相较于国内产品， 出口产品会面临更强的信息不对称性约

束。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究竟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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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虽然自 ２００９ 年起，
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但出口大而不强， 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问题仍

较为突出 （杜威剑和李梦洁， ２０１５［１］； 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２］ ）。 当前中国经济强调高

质量发展， 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是我国成功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

内在要求。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贸易自由

化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３［３］）、 ＦＤＩ （李坤望和王有鑫， ２０１３［４］ ）、 人民币汇

率 （张会清和唐海燕， ２０１２［５］ ）、 补贴 （张杰等， ２０１５［６］ ）、 市场竞争 （张杰等，
２０１４［７］） 和融资约束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８］ ） 等。 显然， 这些研究大多考察了政策

和市场等方面的外部因素， 较少从企业内部治理层面出发， 考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潜在影响因素。 然而无论外部条件如何优越，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都仍将

较大程度地依赖于企业内部高效的管理行为。 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机

制， 贯穿于企业管理各个程序， 其质量不仅反映了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也将作为监

督机制， 倒逼企业管理升级。 事实上， 海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就信息披露的经济效

应展开了研究。 从宏观层面而言， 企业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通过改善整体市场交易

中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增强市场交易活跃度。 从微观层面而

言， 企业注重信息披露质量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将有效降低企业自身融资成

本， 同时， 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当前， 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企业信

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 （Ｖｅｒｒｅｃｃｈｉａ， ２００１［９］）， 企业价值 （Ｂａｅ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１０］）、
财务报告可靠性 （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９５［１１］ ）、 企业创新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２］ ） 及国际

贸易绩效 （金祥义和戴金平， ２０１９［１３］ ） 等企业经营绩效方面的影响展开了研究。
遗憾的是， 目前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 仍缺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针

对性研究。
综合出口产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两支文献研究及不足， 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分析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具体而言， 本文将从

两大方面做出边际贡献： 从研究视角而言， 本文综合应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基

础理论和原理， 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视角来分析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 这将为企业加强自身治理水平， 培育出口竞争优势，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

供新思路。 从研究内容而言， 本文基于信息对理性经济人经济决策的重要性， 以信

息不对称的角度切入，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如何通过缓解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信

息不对称， 以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质量两大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进行解析。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也

能进一步丰富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当前， 国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完整性、 准确性、 及

时性、 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等，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综合考量。 然而对于企

业而言， 要披露高质量信息， 就需要有规范化、 高效率的企业管理运作程序， 从信

息的产生源头、 流通渠道等方面着手， 严格把控披露信息的质量。 因此， 高质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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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不仅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企业真实有效的经营绩效信息， 为其对企业能力及

发展趋势做出精准判断奠定基础， 更有利于向其传达关于企业管理质量及价值水平

的信号 （Ｂａｅ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有效弱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

称， 在有效维护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同时， 推动企业外部资源的优化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ｎ⁃
ｄｈｏｌｍ， １９９３［１４］）， 及内部管理机制的强化 （Ｂｕｓ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３［１５］ ）， 促进

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及未来发展。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属于经营绩效提升的范畴， 本文认为， 一方面， 企业对

外披露高质量信息， 其与潜在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将得到缓解， 基于

此， 银行等投资机构面对的逆向选择风险将有效降低， 其将调低风险溢价， 使企业

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融资， 从而提高企业现金流动性水平及进行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的动力， 缓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投资的资本约束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另

一方面， 企业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还将有助于缓解企业所有者与核心管理者之间的

事后信息不对称， 强化企业内部监管机制， 降低企业双向道德风险， 进而促进企业

人力资本投资，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及效率功能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１６］。 因此， 企业高质量信息披露能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及提高人

力资本质量两大途径，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由此提出：
假说 １： 高质量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一）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企业在开展出口业务时， 因面对

出口程序的复杂性、 销售市场的多元性， 往往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 以覆盖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高额成本， 因此， 出口企业普遍有较强的外部融资需求。 若企

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 一方面， 因受到现金流动性约束， 企业会将时间精力致力

于保障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活动， 缺乏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 在情况严峻时，
部分企业甚至会采取降低最优产品价格， 出售低质量产品的策略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从而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企业在高质量

中间品投入、 管理技术人才引进、 产品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投资行为也会进一步受到

资金约束， 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因此， 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优化， 企业外

部融资渠道通畅， 融资约束缓解的情况下， 企业将会拥有更强的动力和更充裕的投

资资本， 以支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而当前， 间接融资占中国企业外部融资的

权重仍然很大， 投资者也主要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代表 （祝树金和汤超，
２０２０［１７］）。 通常情况下， 在做出融资决策前， 银行等投资机构需要根据企业经营资

产情况， 综合评估投资决策的成本、 风险、 收益。 但即使银行等投资者进行十分周

密的企业调查， 与企业之间仍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事前信息不对称， 为了合理对冲预

测未来效用的风险， 其往往会要求一定程度的风险溢价 （何玉和张天西，
２００６［１８］）。 而相较于经营质量较好的企业， 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接受高

风险溢价。 据此， 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市场资源更多地流向低质量企业， 使投资者

面临显著的逆向选择风险， 明显降低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上市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机制， 向外部投资者发布高质量信息， 在降低外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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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 向其传递出企业真实有效的经营状况及价值信号， 缓解其与企

业的事前信息不对称， 使外部投资者能有效地规避逆向选择风险， 愿意调低风险溢价，
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Ｖｅｒｒｅｃｃｈｉａ， ２００１）。 因此， 企业进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将有

利于向潜在投资者传递出企业价值信号， 增强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降低企业资

本成本， 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ｕｎｄｈｏｌｍ， １９９３）， 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

品研发升级。 由此提出：
假说 ２： 高质量信息披露将通过降低外部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风险， 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 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二） 人力资本质量

企业人力资本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源动力， 其通过发挥要素功能

及效率功能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施炳展，
２０１３［１９］）。 具体而言， 一方面， 作为企业经营生产的核心要素， 人力资本是企业相

关物质要素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将在发挥自身边际递增效应

的基础上， 充分带动企业其他重要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增加。 因此， 人力资本质量

提高所带来的管理水平及专业生产技能水平升级， 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管控程序的优化设计和有效实施， 同时， 也将为企业出口产品创新以及产品生产技

术创新升级创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和技术基础， 从而有效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升级。
但事实上，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 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帕累托最优投资水平

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源于企业所有者及其管理者之间因委托代理关系而衍生的

事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双向道德风险 （骆品亮和司春林， ２００１［２０］）。 企业管理者的

工作能力及工作努力程度， 是其私有且难以精确评估的信息， 此外， 作为企业人力

资本投资， 及自发人力资本投资的承载主体， 管理者对人力资本的使用范围及使用

效率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权。 因而， 企业所有者面临管理者 “敲竹杆” 或攫取企业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风险 （聂辉华， ２００８） ［２１］， 企业所有者则倾向于故意低估人力资

本投资的实际产出水平 （Ｋａｈ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ｒｍａｎ ， １９８８） ［２２］， 并避免人力资本投资产出

的公开化， 以节约报酬成本， 继而使管理者面临工作付出及自发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

公允评估及回报的风险。 据此，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双向道德

风险会显著抑制企业总体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并影响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
鉴于信息披露作为外部监管机制， 对相关财务信息及非财务信息有一定的约束

性 （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９５）， 企业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一方面， 侧面反映了企业管理质

量， 并且公开了真实全面的企业经营管理信息， 管理者的工作管理绩效能得到更全

面准确的评估， 避免因片面的收益率对管理者绩效做出不公允评价， 以此正向激励

管理者进行自发的人力资本投资 （骆品亮和司春林， 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 高质量信

息披露所保证的高信息透明度， 使企业所有者能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Ｂｕｓ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３）， 充分减少管理层投资不足、 过度投资、 以及在职消费等

偏离股东目标及利益的行为， 有效增强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意愿。 因此， 企

业进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能通过有效缓解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因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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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衍生的事后信息不对称， 降低企业双向道德风险， 促进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
进而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为此提出：

假说 ３： 高质量信息披露将通过缓解企业双向道德风险， 提高企业人力资本质

量， 有助于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三、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 核心变量测算方法

本文两大核心变量分别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其中： 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１） 单位价值法， 以产品出口价格衡量产

品质量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ｂａ， ２００４） ［２３］； ２） 特征产品法， 以产品的具体特征为基础，
构造产品质量指标 （Ｃｒｏｚ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４］； ３） 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 利用事后推理

的思路， 综合产品价格和数量信息， 测算产品质量 （Ｈａｌｌａｋ ａｎｄ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０９［２５］）；
４） 供给需求信息加总测算法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２６］。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测量方法有两类： 一是作者自己构建计量指标 （Ｂｏｔｏｓａｎ，
１９９７） ［２７］； 二是直接以某权威部门对外公布的企业信息披露考评指数作为信息披露

质量的衡量标准。 相较于基于企业信息披露的部分特征所构建的信息披露质量指

标， 相关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披露考评指数的衡量标准更全面客观 （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ａｈａｎ， ２００４） ［２８］； 使其能更充分地体现企业真实的信息披露质量。 国内学者目

前大多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指数， 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

指标。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年份—国家—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借鉴施炳

展 （２０１３）， 依据事后推理的思路， 综合产品价格及数量信息， 对其进行测算。 该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针对于同一类型产品， 为满足效用最大化， 消费者通常会选择

性价比高的产品， 因此， 在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情况下， 若产品销售数量越高， 代

表相应产品的质量越高。 其测算过程具体如下：
首先基于 ＣＥＳ效用函数， 在 ｔ 年， ｊ 国消费者对企业 ｉ 生产的产品 ｋ 的消费数

量可以简化为：
ｑｉｊｋｔ ＝ ｐ －σ

ｉｊｋｔ λσ－１
ｉｊｋｔ （Ｅ ｊｔ ／ Ｐ ｊｔ） （１）

其中， Ｅ ｊｔ 为 ｊ国 ｔ年的消费者支出， Ｐ ｊｔ 为 ｊ国 ｔ年的价格指数。 λ ｉｊｋｔ、 ｑｉｊｋｔ、 ｐｉｊｋｔ 分

别代表在 ｔ 年， ｉ 企业出口到 ｊ 国的 ＨＳ６ 位码产品 ｋ 的质量、 数量和价格。 σ ＞ １，
为产品替代弹性， 参考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取值为 ３。 通过对 （１） 式方程两边同时

取自然对数， 整理后得计量回归方程式 （２）：
ｌｎｑｉｊｋｔ ＝ χ

ｊｔ － σｌｎｐｉ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２）
其中， χ ｊｔ 为进口国—时间虚拟变量， ｌｎｐｉｊｋｔ 为 ｔ 年， 企业 ｉ 出口到 ｊ 国的产品 ｋ 的

价格， ｌｎｑｉｊｋｔ 测度了在 ｔ年， 企业 ｉ出口到 ｊ国的产品 ｋ 的数量。 εｉｊｋｔ ＝ （σ － １）λ ｉｊｋｔ 为方

程残差项， 包含了在 ｔ 年， 企业 ｉ 出口到 ｊ 国的产品 ｋ 的质量信息。 通过对 （２）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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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ＯＬＳ回归， 可得到残差项的估计值 ε＾ ｉｊｋｔ ， 进而对企业—国家—产品—年份层面

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定义：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ε＾ ｉｊｋｔ

（σ － １）
（３）

为实现对不同产品种类间的质量对比， 及相同产品种类间的质量加总， 对

（３） 式计算所获得的产品质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ｍａｘ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４）

其中， ｍ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表示产品 ｋ 在 ｔ 年， 全部企业、 进口国层面所对应的质量最小

值， 相应的， ｍａｘ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是产品 ｋ 在 ｔ 年， 全部企业、 进口国层面所对应的质量最大

值。 根据方程式 （４） 测算获得的标准化产品质量指标， 位于 ［０， １］ 之间， 没有

单位。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信息披露质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每年对外

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指数为标准进行度量 （金祥义和戴金平， ２０１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从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完整性等方面，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综合测

评， 并为其分别赋予 Ａ （优秀）、 Ｂ （良好）、 Ｃ （合格）、 Ｄ （不合格） 四个等级①。
借鉴目前文献常用的处理方法 （高强等， ２００８［２９］）， 当样本企业的信息披露评级指数

为 Ａ （优秀）、 Ｂ （良好） 时， 本文将其定义为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企业， 并为其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赋值为 １②， 否则赋值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参考金祥义和戴金平 （２０１９） 等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设置了以下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 分别是财务特征变量： ①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ａ）， 以企业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的值衡量； ②资产周转率 （ａｓｔ）， 以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③资产负债率 （ ｌｅｖ）， 以企业当期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以及企业基本特征

变量： ④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以企业当期从业人员数取对数的值表示； ⑤资产劳动比

（ｃａｐｉｎｔ）， 以企业固定资产与就业人员数比值的对数衡量； ⑥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 分年度分行业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 ⑦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以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的对数衡量； ⑧企业劳动

生产率 （ ｌｐｒｏｄ）， 以工业总产值除以就业人员数的对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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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考核结果主要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

整性、 及时性、 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 同时结合上市公司运作规范程度、 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程度等因素， 从高

到低划分为 Ａ、 Ｂ、 Ｃ、 Ｄ四个等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 （２０１７年修订）， 信息披露考评达到 Ａ （优秀）、 Ｂ

（良好） 等级的企业， 能较好地满足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及时性、 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
同时公司内部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工作较为规范， 因此将 Ａ、 Ｂ等级的企业定义为进行了高质量信息披露的企业；
而信息披露考评为 Ｃ、 Ｄ等级的企业， 在信息披露内容、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工作等方面均存在重大纰漏， 因此

Ｃ、 Ｄ等级企业在本文被定义为低质量信息披露企业。



４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万得） 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指

数。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目前并未对外公布企业信息披露考评相关数据， 囤于数据

限制， 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包含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为深入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需要将中国海关进出口

贸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上市公司数据库及信息披露考评指数进行匹配合并。 参考祝树

金和汤超 （２０２０）， 本文利用企业名称对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上市

公司数据库及信息披露评级指数进行了匹配。 首先， 利用企业名称， 为深圳证券交

易所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匹配了相应年份的信息披露评级指数， 删除经营情况存

在异常的企业， 如从业人员小于十， 同时删除财务指标缺失或财务指标不符合会计

规范的观测值， 如总资产小于等于零； 其次， 基于包含财务数据及信息披露评级指

数等信息的上市公司样本， 匹配出口产品质量信息。 因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详尽地记录了中国企业每一笔进出口贸易， 在匹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信息披露评

级指数前， 需要删除企业进口贸易数据， 加总计算企业—年份—产品—目的国层面

的出口贸易数据， 进而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计算 （施炳展， ２０１３）。 匹配后共获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包含 ２６２６家上市公司， １６６， ８４１ 个企业—年份—国家—产品层面

观测值的研究样本。
５ 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 １呈现了本文两大核心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其中， 全样

本出口产品质量均值为 ０ ４９９。 此外， 样本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均值为 ０ ９０９， 表明

在考察期间内，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普遍较高。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在上市公司

外部监管体制下， 大多数企业都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标准对企业信息进行了较为完

整、 及时、 充分的披露， 但当下， 也不乏信息披露质量仍处于低水平的企业。 信息

披露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信息机制， 其质量水平的提高是否将成为企业提高出口

产品质量的重要落脚点？ 本文接下来将用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４９９ ０ １８９ ０ １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信息披露质量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９０９ ０ ２８８ ０ １

ｒｏａ 资产收益率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０ －２ ７４６ ０ ３９０
ａｓｔ 资产周转率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７２７ ０ ３２０ ０ ０８７ ７ ６０９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３９２ ０ ２２３ ０ ００８ １ ６０４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１６６ ８４１ ８ ２０３ １ ３９７ ４ ８９０ １２ ０８７

ｃａｐｉｎｔ 资产劳动比 １６６ ８４１ ２ ７４２ ０ ８２２ －０ ５３７ ６ ２５７
ＨＨＩ 赫芬达尔指数 １６６ ８４１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７ ０ ６１７
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１６６ ８４１ ２ ４７３ ０ ５１９ ０ ６９３ ３ ８５０
ｌｐｒｏｄ 劳动生产率 １６６ ８４１ ４ １７２ ０ ６４５ １ ９７９ ７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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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借鉴祝树金和汤超

（２０２０）， 设立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ａ ＋ β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γ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５）
方程式 （５） 中， 下标 ｉ、 ｊ、 ｋ、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出口目的国、 ＨＳ６ 位码产品

及年份。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表示 ｔ年 ｉ 企业出口到 ｊ国的产品 ｋ 的标准化质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为虚

拟变量， 当企业信息披露考评指数为 Ａ （优秀） 或 Ｂ （良好） 时， 则为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Ｘ 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 δ ｊｋｔ 为国家—产品—年份三维固

定效应， εｉｊｋｔ 为误差项。

四、 实证分析

（一） 全样本基础回归

采用 ＯＬＳ方法估计基准回归方程 （５）， 其中 β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它的

符号、 大小及显著性水平， 有效地反映了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方

向及程度。 表 ２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报告。 其中， 第 （１） 列仅将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回归， 结果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 初步表明高质量

信息披露能有效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第 （２） — （４） 列， 在第 （１） 列的

基础上逐步加入了企业相关财务特征变量和基本特征变量， 结果仍然显著为正， 且信

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４）

ｒｏａ －０ １２８０∗∗∗ －０ １３８０∗∗∗ －０ ０９９５∗∗∗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３５６） （０ ０３０９）
ａｓｔ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７０）

ｌｅｖ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２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ｃａｐｉｎｔ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５）

ＨＨＩ ０ ３０８０∗∗∗ ０ ２７９０∗∗∗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３６４）

ａｇｅ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３１）

ｌ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０３７）
国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Ｒ２ ０ ７６２ ０ ７６３ ０ ７６６ ０ ７６７

注：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ｐ＜０ 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０１， 下文表格相同，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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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大小基本稳定， 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所提

出的基本假设。 此外， 第 （４）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 企

业收益率、 企业年龄、 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预期结果相

反， 这可能是因为， 对于企业收益率及生产率较高， 年龄较大的企业而言， 相对稳

定的经营绩效情况反而会抑制其短期内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 企业资产周转率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 通常而言， 当企业资本周转率越高时， 其运

营效率越高。 相较于国内厂商， 资产周转率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源于

出口贸易程序复杂、 产品销售周期长， 只有较高的资产周转率才能保证出口企业的

正常生产， 以及产品质量提升需要的资金。 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

用仍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 这说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营能

力、 抗风险能力、 品牌形象以及商业关系都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企业

资本劳动比和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 进一步表明了在出口贸易中，
资本支持对企业产品生产创新效率的重要性。 表示行业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对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表明合理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有利于给企业

增加产品质量升级的压力。
（二） 异质性影响研究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本文接下来分别从企业层面、 行业层面、 地区层面， 探

究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１ 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首先， 源于信息披露质量从本质上讲是强化市场机制的信息介质， 其将通过

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 弱化企业所有者与内部管理者之

间的事后信息不对称， 优化资本市场及劳动力市场中的 “商品” 供需平衡， 进

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要准确考察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真实影响， 就有必要剥离出因国有企业性质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力量， 将样本分

为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进行检验。 据此，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 （５） 的基础

上， 进一步引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交乘项， 当企业为国企

时， 相应的， 为所有制虚拟变量 ｓｏｅ 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

（１） 列所示， 无论是对于国有企业， 还是非国有企业， 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均

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但这种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

显著。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外部监管及市场竞争都将倾向于倒逼国有企业进行深

度的内部改革， 促使其提升生产经营效率， 强化内部规范化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 而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国有企业， 将进一步加强其 “政策扶持待遇”，
其获得的资金增加幅度及融资成本降低幅度都将大于披露同等信息质量的非国有

企业， 同时， 在以往经营效率较低的基准上， 高质量信息披露对国有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促进效应自然就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以上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虽

然企业的国有性质， 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市场力量优化

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其所带来的扭曲力量还并不足以完全反向吸收信息披

露质量的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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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业异质性分析

其次， 本文依据企业所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

型企业 （ ＬＩＩ）、 资本密集型企业 （ＣＩＩ） 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 ＴＬＬ） （谢建国，
２００３） ［３０］， 初步对前文理论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在基准回归模型 （５） 的基础上引

入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交乘项， 以及信息披露质量与技术密集型企业

的交乘项。 当企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时， 则为虚拟变量 ＣＩＩ 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相应的， 当企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时， 为虚拟变量 ＴＬＬ 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具体

回归结果如表 ３第 （２） 列所示，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及技术

密集型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 将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

升级。 原因可能在于， 市场外部投资者在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及逆向选择风险的情况

下， 更愿意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将资金贷给企业， 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使其

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于产品研发与质量升级， 这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产生显著的影

响。 此外， 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发挥内部治理作用， 加强内部监管机制， 降低了企业

内部的双向道德风险， 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以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 效率功

能、 创新功能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这对于技术密集型企

业而言最为显著， 因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往往对高素质人才有较高的需求。 以上行业

异质性检验结果， 侧面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作用机制。

表 ３　 异质性影响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所有制类型 要素密集度类型 地域分布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７）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ｏｅ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９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ＩＩ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１０５）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ＴＩＩ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８７）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ｅａｓｔ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Ｒ２ ０ ７６７ ０ ７６８ ０ ７６７

注：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 备索。①

３ 地区异质性分析

最后， 为考察信息披露质量发挥效用的环境约束条件， 本文根据企业所处地

区， 将企业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②。 在基准回归模型 （５）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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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东部地区城市包括辽宁、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 １１ 个省份

的地级市， 其余省份的城市为中西部城市。



上， 引入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所在地区的交乘项， 若企业为东部地区， 则为虚拟变

量赋值 ｅａｓｔ 为 １， 否则为 ０。 回归结果如表 ３第 （３） 列所示， 高质量信息披露对东

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 比对中西部企业更为显著。 原因可

能在于，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活动的活跃性也更

高， 这将反向促进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发展， 同时， 增强企业及利益相关方对信息披

露机制的了解和认可， 使企业信息披露能更好的发挥信息传达作用。 以上地区异质

性检验， 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 即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社会能更高程

度地认知、 认同信息披露制度， 认可信息披露质量评定。 这便强调了政府加强信息

披露制度管理， 构建社会制度信心， 对于推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性。
（三） 机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接下来， 本文将参考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３１］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进一步对信息披

露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检验。 前文从融资约束及人力资本质

量两方面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渠道进行了阐释， 据此， 本文分

别构造了企业融资成本 （ ｆｉｎｃｏｓｔ） 和人力资本积累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两个中介变量。
中介模型主要涉及 ３个步骤， 首先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回归，
其次用中介变量融资成本及人力资本积累， 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回归， 最后再用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对中介变量和信息披露质量同时进行回归。 由此， 基于基准回归方

程， 本文构造以下 ６个回归方程：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ａ０ ＋ β１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γ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６）
ｆｉｎｃ ｏｓｔｉｔ ＝ ａ１ ＋ β２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η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７）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ａ２ ＋ β３ ｆｉｎｃ ｏｓｔｉｔ ＋ β４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κ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８）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ｂ０ ＋ θ１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ν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９）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 ｂ１ ＋ θ２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μ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１０）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 ｂ２ ＋ θ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 θ４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ｔ ＋ ϑＸ ｉｔ ＋ δ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１１）

其中， 基于目前中国外部融资体系仍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为主， 本文以

银行信贷约束指数衡量企业融资成本 （ ｆｉｎｃｏｓｔ）， 以当期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

值除以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信贷约束指数越大， 代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

强， 融资成本更高，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４所示。 此外， 鉴于人力资本质量具体表现

为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故本文用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来衡量企业人力资本

质量。 其中， 人力资本积累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以受教育年限为标准， 用企业大专以

上学历从业人员数衡量，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
１ 融资约束渠道

表 ４汇报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过程。 在控制了各种非观测固定效

应及其他控制变量后， 第 （１） 列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将显著

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第 （２） 列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成

本的影响， 结果显示， 高质量信息披露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高质量信

息披露能更好地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关于企业价值及管理质量的信号， 同时较大程

４７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度地降低其对企业的信息搜索成本， 其将愿意降低风险溢价水平， 为企业提供低

成本资金。 第 （３） 列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对融资成本及信息披露质量同时进

行回归， 结果显示企业融资成本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 １％水平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负相关， 验证了企业融资成本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约束效应。 此外， 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 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明显有所下降， 证

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表 ４　 中介效应分析———企业融资约束渠道

变量
（１） （２） （３）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ｉｎｃｏｓｔ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５４）

ｆｉｎｃｏｓｔ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１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１６６ ８４１

Ｒ２ ０ ７６７ ０ ９７３ ０ ７６８

２ 人力资本质量渠道

表 ５汇报了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过程。 本文删掉了员工学历统计

数据缺失的观测值， 由于 ２０１１ 年以前很多企业都没有员工学历的详细统计数据，
样本量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减少为 １２１， ３０６个企业－年份－国家－产品层面的观测值。
第 （１） 列仍然为基准回归方程的结果， 验证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第 （２） 列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中介变量人力

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 结果显示， 高质量信息披露能有效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水

表 ５　 中介效应分析———企业人力资本质量渠道

变量
（１） （２） （３）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１９４∗∗∗ ０ ６５９０∗∗∗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０６１）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１ ３０６ １２１ ３０６ １２１ ３０６

Ｒ２ ０ ７４２ ０ ８８０ ０ ７４４

注： 综合考虑文章内容阐述的完整性及文章篇幅的限制性， 本文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具体回归结果均未在文中
罗列，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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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升。 这表明高质量信息披露将在降低企业所有者及管理者之间的事后信息不

对称， 发挥内部治理作用， 强化内部监管机制的基础上， 有效弱化企业内部的双向

道德风险， 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第 （３） 列结果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质量与出口

产品质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正相关， 即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有效推动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此外， 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同样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有所下降， 从而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双向因果内生性检验

出口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往往也是管理质量高、 经营绩效较好的企业， 因此也更

倾向于向外部披露高质量信息， 传达企业价值信号， 以此产生正向反馈效应， 提高

外部市场对企业的价值预估。 故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内生性问

题。 为克服潜在的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 本文考虑参考潘越等 （２０１１） ［３２］， 构建分

析师集中程度指标 ａｎａｌｙｓｔ， 采用工具变量法， 进一步验证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

产品质量的真实影响。
首先， 对市场分析师平均集中度指标 Ａｖｅｒａｇｅ 进行构建， 具体构建方程如下：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ｉｔ） ＝∑
Ｔ

ｉ ＝ １

ｎｉｔ

Ｔ
（１２）

其中， Ｔ代表样本内所有企业的总个数， ｎｉｔ 表示在第 ｔ期， 对 ｉ企业发布投资评

级分析意见和盈余预测分析的证券分析师总数量。 当第 ｔ 期 ｉ 企业所对应的证券分

析师总数量ｎｉｔ ， 大于等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ｉｔ）时， 则为其分析师集中程度指标赋值 ａｎａｌｙｓｔ
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一般而言， 若企业分析师集中程度较高， 企业管理者会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

质量的重视度。 源于企业在受到较多分析师关注的情况下， 其信息披露质量会受

到更多的外部监控。 一方面， 从披露内容的质量而言， 若分析师对企业信息进行

分析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纰漏， 将会影响企业的商誉及形象； 另一方面， 从披露内

容的数量而言， 若企业信息披露不完整， 分析师对该企业的盈余分析预测可能会

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继而影响市场投资者及客户对企业的判断。 而企业分析师

数量及分析师能力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一般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理论上而言

本文选取的分析师集中程度指标， 可以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有效工具变量。
以上是对实证方程的双向因果内生性， 及工具变量有效性的理论假设。 在使用

工具变量法之前， 有必要先对基准回归方程 （５） 进行豪斯曼检验， 检验基准回归方

程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 其中， 豪斯曼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７７６８， 接受原假设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 故上文对实证方程存在双向因果内生性的假设不成

立， 初步证明了前文实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当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情况

下， ＯＬＳ回归及工具变量法均是一致的， 但因 “无病用药”， 工具变量法往往会使估

计量的方差增大 （陈强， ２０１０［３３］）。 为进一步证实本文实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我们

运用上述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方程 （５） 进行了 ２ＳＬＳ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在第一阶

段回归中， 信息披露质量与分析师集中程度指标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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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的数值均明显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上限值 １６．
３８， 且相应的 Ｃｈｉ－ｓｑ （ １） 概率 Ｐ 为 ０． ０００， 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原变量存

在正相关关系， 同时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 在控制了

潜在变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后，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与出口产品质量仍显著正相

关。 此外，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但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差大幅

度提高了， 这表明本文采用 ＯＬＳ 方法对实证方程进行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 同时也充

分证明本文结论稳健成立。
２ 变量替换

为进一步对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分别以企业—年份—目的国—产品层

面的出口产品价格， 以及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作为因变量， 验证

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其中， 在以企业—年份—目的国—产品

层面出口产品价格为因变量时， 在基准回归方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出口数量

（ 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是依

据产品出口价值， 赋予企业—产品—目的国—年份层面的标准化出口产品质量相应

权重， 并将其加总测算所得 （施炳展， ２０１３），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ｋｔ ＝
ｖｉｊｋｔ
∑
ｉｊｋｔ∈Ω

ｖｉｊｋｔ
× 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ｋｔ （１３）

（１３） 式中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ｋｔ 代表在 ｔ 年， ｉ 企业出口产品 ｋ 的整体质量 ， Ω表示企业出

口到不同目的地国的产品 ｋ 的样本集合， ｖｉｊｋｔ 代表相应的样本价值量。
根据相应回归结果可知， 在控制了企业层面财务及基本特征变量和非观测固定

效应的影响后， 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高质

量信息披露将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进一步表明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３ 剔除特殊样本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部分样本企业的股票代码前署有 ＳＴ 或∗ＳＴ 字样。 自

１９９８年 ４月 ２２日起， 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表声明， 当上市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存在异常情况时， 其股票交易将被进行特别处

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特别的， 如果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前注有 ＳＴ， 表示该公司已

经连续两年出现亏损， 而当境内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前被注明∗ＳＴ 时， 表示该企业

营收连续三年出现亏损。 ＳＴ 或∗ＳＴ 作为信号标志， 是对投资者发出的风险警示，
建议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需要更加地谨慎， 但企业财务出现异常， 也可能是经

营性亏损以外的情况导致的， 企业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并在财务状况改善

后被 “摘帽”， 因而 ＳＴ或∗ＳＴ也不是完全否定了企业的投资价值， 只是需要投资

者对其进行更为审慎的判断。 但其作为一种负面讯息的信号传递， 可能会对高质量

信息披露的效用产生一定程度的反向抵消效应。 通过剔除该部分特殊样本， 进一步

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表明， 在剔除了特殊样本后， 高质量信息

披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本文核心结论仍稳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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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现实背景下， 我国制造业将面临竞争加剧的挑战， 同时，
也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继续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实施规模扩展战略， 不仅无法实

现出口贸易的升级及可持续发展， 还会加强 “低技术陷阱” 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威

胁 （杜威剑和李梦洁， ２０１５）。 只有积极主动地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变， 有效提升出

口产品质量及产品附加值， 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才能增强国家

出口竞争优势， 形成可持续、 高效益的出口模式。 本文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视角分

析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并结合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理论，
从事前信息不对称及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 进一步分析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出口产品质量的可能途径。 通过匹配合并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
Ｗｉｎ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评级指数，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主要发现：
第一， 企业高质量信息披露确实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高质量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事前信息不对称及事后信息不对称， 能有效降低企业外部

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风险和企业内部的双向道德风险， 从而以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人

力资本质量渠道显著改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第二， 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 行业及地区层面，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效应。 从企业所有制层面而言， 高质量信息披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

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行业要素密集度而言， 相较于劳动密集

型企业， 高质量信息披露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均

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企业所在地区而言， 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

高， 金融活动的广泛性更强， 加强了社会对信息披露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促

进了其效用的发挥， 使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对东部地区

企业更显著。
据此， 本文得到如下的启示：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 为保证企业披露信息的质量， 应该完善企业内部信息流

通渠道、 规范关键信息节点报告程序、 加强内部信息披露质量审核机制。 以此为落

脚点， 在提高企业披露信息质量的基础上， 促进内部管理程序的完善， 为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提供内在动力。
对于政府而言， 加强信息披露质量管理， 进一步完善、 细化信息披露质量评定

标准， 根据企业所在行业敏感信息特征差异化信息披露标准， 加强市场对企业信息

披露的认知度及认同感， 在进一步保证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 提高信息利用

率，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激发我国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性， 为我国培

育出口竞争优势奠定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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