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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

匹配数据， 考察了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理自主权

的扩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影响在多个方面存在异质性， 其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在质量差异幅度较大的产品和行业内经理自主权的产品质量

提升效应更显著； 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经理自主权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扩大资

本投资和实施薪酬激励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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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出口产品质量决定了一国的专业化生产、 国家间的贸易方向甚至一国的经济增

长， 也标志着一国产业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瞄准国际标

准提高水平，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一方面，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日

益精细的背景下， 生产要素的配置渐趋全球化， 一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

其内生的资源获取能力， 而且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 另一

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 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 资源约束日益趋紧， 如何

将有限的资源以最佳方式进行高效配置进而提升产品质量， 更是出口企业亟需解决

的问题。 而经理自主权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正是一种决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

重要权力安排， 表现为经理人对企业经营决策活动的实际控制和影响程度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７） ［２］ ①。 理论与实践也反复证明， 经理自主权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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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绩效、 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战略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１１ ［３］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４］ ； Ｓａｈａｙ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５］ ）。 那么， 在开

放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双重背景下， 经理人作为对企业经营决策施以直接影响的重要

神经中枢， 其自主权是否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这一影响对不同性质的

企业以及不同质量的产品而言是否具有异质性？ 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 对于以

上问题的探讨， 既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长期以来关于经理人对企业产出而言是否重

要、 企业是否有必要提高经理自主权的各种争论， 也有助于为加快培育中国出口企

业竞争新优势、 实现开放型经济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提供启示。
就经理自主权的经济效应而言， 长期以来学者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高阶梯队

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等诸多视角， 围绕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

讨论。 研究主要见于经理自主权对企业盈利能力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１１）、
薪酬安排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ｙｄ， １９９８ ［６］ ； Ｂｏｙｄ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ｍｉｎ， ２００１ ［７］ ）、 创新能

力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和风险承担 （张三保和张志学， ２０１２） ［８］ 等方面的影响，
这些研究的多数结论认为扩大经理自主权增加了企业绩效。 其中， 与本文研究主题

最密切相关的一支文献是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 Ｓａｈａｙｍ 等 （２０１２）
将战略选择理论和环境决定理论与企业国际化进程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 发现经理

自主权的扩大显著提升了行业出口强度。 张三保和张志学 （２０１２） 则基于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经理自主权数据， 发现一个省份的经理自主权越大， 该省份企业的出口强

度越大。 不难发现， 既有的多数研究在封闭经济背景下重点关注了经理自主权对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鲜有文献探讨经理自主权是否影响、 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问题。 尽管有极少数研究考察了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 其分析却

是建立在行业和省份宏观层面的基础之上， 忽略了同一行业、 同一省份内微观企业

经理自主权的差异及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就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而言， 国内外的已有研究蔚为大观。 通过梳

理， 我们将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因素： 知识产

权保护 （Ｇ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０７） ［９］、 政府补贴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１０］ 和最低工资标准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 ［１１］； 二是要素禀赋： 信贷约束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ａ） ［１２］、
中间品进口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１３］和人力资本积累 （Ｈｅ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４］； 三是

市场环境： 贸易自由化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１５］、 市场竞争 （张杰等， ２０１５） 和金

融发展 （Ｃｒｉｎò ａｎｄ Ｏｇｌｉａｒｉ， ２０１７） ［１６］。 可以看出， 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企业

的要素禀赋或外部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鲜有文献基于管理学的学科视角考

察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或企业的治理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以上情境， 本文基于企业内部治理的视角， 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考察经理自主权是否有助于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 相比已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

一， 本文率先探讨了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首次将以管理者

为核心的高阶梯队理论引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框架中， 在尝试总结提出生产

率效应、 资本投资效应和薪酬激励效应三条理论机制的基础上， 利用高度细化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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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者权力与企业贸易表现的关系， 为全面理解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可能的影响因素和拓展高管权力结构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机理提供了新的依据。 第

二，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差异化的角度考察了经理

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广度。

一、 理论机制分析

（一） 经理自主权、 生产率效应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扩大经理自主权， 通过优化管理效率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促进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 扩大经理自主权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基于战

略选择的理论视角， 经理自主权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战略选择、 制定和实施等方面

的行为能力和自由度， 赋予经理人更高的自主权有助于管理者在面对不同的环境下

对企业战略不断作出调整以应对无法预期的变革， 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１１）。 基于控制权激励的视角， 具有较高自主权的经理

人为追求战略目标往往愿意付出更多努力 （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ａｎｄ Ｈｅｓｅｎ， ２００７） ［１７］， 高自

主权经理人对企业的非契约投资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企

业治理和企业管理的结合点， 享有更高自主权的经理人将对企业管理效率产生更加

积极的影响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７）。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 优化企业管理效率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

长期以来， 技术进步被视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 但随着中国经济迈入中

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通过后发优势而获得的技术进步空间正在逐渐缩小， 管理效率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越发重要和紧迫 （程虹， ２０１８） ［１８］。 管理效率体现的是

管理者的组织运营能力， 高管理效率的企业可以通过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 有效协

调资源分配、 引进先进设备等方式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Ｂｅ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１９］。 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 高生产率的企业出口了高质量的产品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２０］ ）。 因此， 经理自主权将通过生产

率效应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二） 经理自主权、 资本投资效应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的投资行为最终取决于经理人的决策， 而这种投资决策主要是受经理自主

权的影响， 经理自主权越大， 经理人越倾向于扩大企业投资支出 （王鲁平等，
２０１３） ［２１］。 一方面， 经理人扩大企业投资的动机可能源自纯粹谋取私人利益。 根据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经理人会利用手中的自主权来谋求个人利益， 尤其是当经理人

的报酬与企业规模关系密切时， 经理人将更加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６３） ［２２］； 同时， 具有较高自主权的经理人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现象， 此时经理人

有动机通过扩大投资谋取个人利益 （Ｂｅｒｔｅｒｏ ａｎｄ Ｒｏｎｄｉ， ２００２） ［２３］。 另一方面， 经

理人扩大企业投资的动机也可能是出于发挥专用性才能以满足企业家自我实现的需

要。 更高的自主权拓宽了经理人施展企业家才能的空间， 而企业家的自我实现无不

依赖于在任企业绩效的提升。 因此， 为了实现企业绩效 （事实上也是经理人业绩）
的长期提升， 具有较高自主权的经理人更有可能将更多资金配置到物质资本或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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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本上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也更有可能做出开辟新市场的投资决策。
但是， 扩大资本投资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 以购置生产

设备、 新建厂房等为主要形式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以扩大研发投入为代表的无形资

产投资的增加， 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等优势， 提高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 另一方面， 由于经理人谋取私利以及因过度自信所致的投资行为， 将降低

企业投资效率并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Ｙｕｎｇ， ２００１） ［２４］， 从而可能不利于企

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因此， 经理自主权将通过资本投资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 但其影响方向不确定。
（三） 经理自主权、 薪酬激励效应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对于经理自主权的薪酬激励效应， 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得出的一个较

为主流的结论是， 具有较大自主权的经理人倾向于向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 一是基

于企业控制权争夺的视角， Ｐａｇａｎｏ 和 Ｖｏｌｐｉｎ （２００５） ［２５］指出， 为了抵制企业被外部

收购的风险以保全职位， 在位的经理人具有向员工支付高工资的倾向， 因此经理自

主权的变化将调整经理人在员工薪酬安排上的决策。 Ｃｒｏｎｑｖｉｓｔ 等 （２００９） ［２６］基于瑞

典的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经理人的控制权越大， 员工的薪酬水平越

高。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企业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公司间

收购兼并的行为已成为普遍现象， 再加上工会力量的逐渐壮大， 扩大经理自主权具

有提高员工薪资水平的较大可能。 二是基于战略管理理论的视角， Ｂｏｙｄ 和 Ｓａｌａｍｉｎ
（２００１） 认为经理自主权的扩大使得经理人在战略决策上更具灵活性， 而企业战略

导向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员工薪资水平， 即相比保守战略， 灵活多变的战略能够为

企业员工带来更高的基本薪酬和额外津贴。
然而， 薪酬提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 员工薪酬提

升直接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 导致企业可能削减生产人员数量， 从而不利于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 另一方面， 薪酬提升也可能对企业

出口产生正的外部性， 即用工成本上升能够倒逼企业主动进行研发和创新， 刺激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而可能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作用 （孙楚仁等，
２０１３） ［２７］。 因此， 经理自主权将通过薪酬激励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但其影

响方向不确定。
综上所述， 经理自主权可能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通

过资本投资效应和薪酬激励效应促进或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因此， 经理

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作用方向并不明确， 需待本文后续严格的实证检

验才能得出结论。

二、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涵盖两个层面： 一是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来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 ＣＣＥＲ 经济金融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 二是相应年份产品层

面的出口数据， 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对于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做了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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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剔除未披露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设置状况的企业； （２）
剔除 ＳＴ、 ＰＴ 上市公司； （３） 剔除报酬权指数小于 １ 的上市公司， 因为总经理作为

高管中职权最重要的一员， 其薪酬理应高于所有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 （４） 剔除

总资产、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营业收入以及职工人数中任何一项存在

缺失值、 零值或负值的企业样本。
考虑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更改企业名称的情况， 我们对于上述获得的数据， 进

行了如下匹配： 首先， 将 ＣＣＥＲ 经济金融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根据证券代码和年

份进行匹配得到上市公司数据， 并单独整理出上市公司曾用名数据。 其次， 将历年

中国海关数据与上市公司曾用名按照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得到包含上市公司名称的

出口企业相关信息。 最后， 将上市公司数据与出口企业数据按照企业名称和年份进

行匹配， 得到本文的最终样本数据。
（二） 计量模型的设定

借鉴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ａ） 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定方程的设定， 为检验经理自

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设立如下模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ｈｄｔ ＝ α０ ＋ α１ｐｏｗｅｒｆｔ ＋ γＸ ＋ λ ｆ ＋ ρｔ ＋ φｈｄ ＋ εｆｈｄｔ （１）

其中， ｆ 表示企业， ｈ 表示 ＨＳ６ 位码产品， ｄ 表示出口目的国 （地区）①， ｔ 表
示年份。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ｈｄｔ 为企业 ｆ 在第 ｔ 年出口 ｈ 产品至 ｄ 目的国的产品质量， ｐｏｗｅｒｆｔ 为企

业 ｆ 在第 ｔ 年的经理自主权。 Ｘ 为控制变量集， λ ｆ 为企业固定效应， ρｔ 为年份固定效

应， φｈｄ 为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εｆｈｄｔ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所有回归结果的标准误

在企业层面聚类以缓解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问题。
控制变量集 Ｘ 包含以下变量： （１） 劳动生产率 （ｐｒｏ）， 采用企业人均产出的

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２） 研发投入强度 （ ｒｄ）， 采用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衡

量。 （３）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４） 企业存

续年限 （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进行衡量， 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５） 资金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采用应付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作为资金约束的代理变

量， 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现有资金较为充足， 资金约束越小。 （６） 竞争程度 （ｈｈｉ），
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 （某一 ＣＳＲＣ２ 位码行业内所有企业营业收入占比的平方和）
表示， 该指数越大， 表明竞争程度越低。 （７） 资本密集度 （ ｃａｐ）， 用人均固定资

产的自然对数衡量。 （８）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 ｆｉｅ）， 属于外资控股的企业记为 １，
否则为 ０。

（三） 关键变量的测算

１． 经理自主权

本文借鉴王鲁平等 （２０１３）、 Ｓｈｉｎ （２０１６） ［２８］ 的做法， 采用职位权 （ ｐｏｓ）、 薪

酬权 （ｐａｙ） 和运作权 （ｏｐｅ） 三个代理变量正态标准化后的平均值来间接衡量经

理自主权 （ｐｏｗｅｒ）。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 分别对职位权、 薪酬权和运作权

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个变量的度量单位和经济含义不尽相同， 在合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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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标之前有必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态标准化的含义在于将变量的分布函数转

换为正态分布， 通过正态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具有横向可比性。 其次， 将三个标

准化后的变量的算数平均值作为经理自主权的代理变量， 即经理自主权 （ ｐｏｗｅｒ）
＝ （ｐｏｓ 的标准化值＋ｐａｙ 的标准化值＋ｏｐｅ 的标准化值） ／ ３。 经理自主权的三个分

项指标如下。
（１） 职位权 （ｐｏｓ）。 经理人在董事会中是否任职反映了经理人法定权利的大

小。 若经理人兼任董事长则表明经理人拥有公司的所有法定权利， 地位最高； 经

理人也有可能仅担任副董事长或普通董事甚至并没有在董事层任职， 此时经理人

的权利则相应递减。 若总经理兼任董事长， 则该变量取值为 １； 若总经理兼任副

董事长或普通董事， 则该变量取值为 ０ ５； 若总经理不兼任任何董事， 则将该变

量记为 ０。
（２） 薪酬权 （ｐａｙ）。 薪酬权是经理人人力资本价值的体现， 经理人相对其他

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 表明经理人人力资本价值越大， 经理人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也

越大。 为了消除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影响， 本文采用经理相对薪酬衡量薪酬权， 相对

薪酬＝经理薪酬 ／高管平均薪酬。 其中， 经理薪酬用公司前三名高管的平均薪酬近

似替代。
（３） 运作权 （ｏｐｅ）。 运作权是指经理人自由支配、 运用公司资源的权力。 经

理人作为代理人， 股东赋予了其使用和配置公司资源的权利， 经理人支配与运用公

司资源的自由度往往反映了股东和董事会对经理人权利的限制或宽容。 本文采用年

营运资金与年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衡量资源运作权， 该变量取值越大， 表明经理可控

制的资源越多。
２． 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借鉴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ｂ） 的方法， 对产品出口价格进行控制后， 采用需求函

数来测算产品质量。 目的国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函数设定如下：
ｘｆｈｄｔ ＝ ｑσ－１

ｆｈｄｔ ｐ
－σ
ｆｈｄｔＰｄｔ

σ－１Ｙｄｔ （２）
其中 ｘｆｈｄｔ 和 ｐｆｈｄｔ 分别表示 ｆ 企业在第 ｔ 年出口 ＨＳ６ 位码的产品 ｈ 至 ｄ 目的国的产

品数量和价格，Ｐｄｔ 为出口目的国市场上产品的总体价格指数， Ｙｄｔ 为出口目的国市场的

总支出， σ ＞１ 表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对式 （２） 两边取对数， 则可以通过 ＯＬＳ 估计

的残差项来估计每一个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ｌｏｇｘｆｈｄｔ ＋ σｌｏｇｐｆｈｄｔ ＝ φｈ ＋ φｄｔ ＋ εｆｈｄｔ （３）

其中 φｈ 为产品固定效应， φｄｔ 为出口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出口目的

国的总体价格水平 （ Ｐｄｔ ） 和收入水平 （ Ｙｄｔ ）； εｆｈｄｔ 为随机扰动项， 被估计的出口

产品质量为：

ｑｆｈｄｔ ＝
εｆｈｄｔ

（σ － １）
（４）

使用该方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便是替代弹性系数 σ
该如何取值， 此处我们采用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２９］估算的替代弹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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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

表 １ 给出了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没有控制任何因素， 第 （２）
列则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经理自主权 （ｐｏｗｅｒ） 的影响系数在 １％水平下

显著为正。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则在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

制了企业、 年份和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ｐｏｗｅｒ 的影响系数仍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

正。 第 （４） 列的结果表明， 企业经理自主权的扩大显著地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

提升， 这也说明 “生产率效应” “资本投资效应” 和 “薪酬激励效应” 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产生的正向影响大于 “资本投资效应” 和 “薪酬激励效应” 所产生的

负向影响。

表 １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ｗｅｒ
　 　 ０ １８３０∗∗∗ 　 　 ０ １５０９∗∗∗ 　 　 ０ ３０３０∗∗∗ 　 　 ０ ３２１８∗∗∗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２０３） （０ １０９０） （０ １１７３）

ｐｒｏ
０ ０８７５∗∗∗ ０ １１１１∗∗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５５４）

ｒｄ
２ ４２５１∗∗∗ ９ １３４２∗∗∗

（０ ４２７２） （２ ３９９７）

ｓｉｚｅ
－０ １１５４∗∗∗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８６０）

ａｇｅ
－１ １８８４∗∗∗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３７０） （０ ３３４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９４１４∗∗∗ ４ ３９３６∗∗∗

（０ １６５９） （０ ９９１８）

ｈｈｉ
－０ ２１４９∗∗ ０ ２１３２

（０ ０８７７） （０ ４８７３）

ｃａｐ
０ ２３４７∗∗∗ ０ ３５７８∗∗∗

（０ ０１５１） （０ １１０２）

ｆｉｅ
０ ５３５８∗∗∗ －０ ０８６５

（０ ０７０６） （０ ２９５５）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１２ ８９５

Ｒ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１０９ ０ ４６７１ ０ ４６８８

注： 系数下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 如无特别

说明，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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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

由于基本回归的样本均是出口企业而未包含非出口企业， 由此产生的样本自选

择问题可能会导致基于该非随机样本对总体进行的推断存在偏误。 解决这类问题较

好的处理方法是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按照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基本思想， 我们将

第一步的样本选择方程设定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ｅｘｉｆｔ ＝ １） ＝ β０ ＋ β１ｅｘｉｆｔ －１ ＋ β２Ｘ ＋ θｉ ＋ ρｔ ＋ νｉｆｔ （５）

其中， ｉ、 ｆ 和 ｔ 分别表示行业、 企业和年份； ｅｘｉｆｔ 表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

量， 出口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ｅｘｉｆｔ －１ 为企业上一期的出口状态虚拟变量， 由于企业

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 企业前期所支付的出口成

本会使得下一期继续出口的概率变大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Ｘ 为控制变量集， 其定义

方式与基础计量模型式 （１） 一致， 此处不再赘述。 θｉ 和 ρｔ 分别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 νｉｆｔ 为随机扰动项。
第二步， 将第一步选择方程获得的逆米尔斯比率代入质量决定方程式 （１） 进

行回归， 表 ２ 第 （１） 列报告了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后的回归

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考虑样

本选择性偏差后， 经理自主权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结论仍然成立。
２． 考虑内生性问题

本文可能面临由反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产品差异化程

度和产品需求等是影响经理自主权的重要因素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ｙｄ， １９９８）， 因此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可能会影响经理自主权。 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将采用以下两种工

具变量法予以考虑。
第一， 分组平均值工具变量法。 借鉴 Ｆｉｓｍａｎ 和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 ［３０］ 构建分组

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做法， 我们选取经理自主权的行业－年份均值 ｐｏｗｅｒａｖｇｉｔ 作为

ｐｏｗｅｒｆｔ 的工具变量。 理由在于： 经理自主权可被分解成两部分： ｐｏｗｅｒｆｔ ＝ ｐｏｗｅｒａｖｇｉｔ ＋
ｐｏｗｅｒｓｐｃｆｔ ， 其中 ｐｏｗｅｒａｖｇｉｔ 表示企业所在行业－年份的经理自主权均值， ｐｏｗｅｒｓｐｃｆｔ 表示企

业经理自主权与行业－年份均值的差异； 该分解方法使得由企业层面随机扰动项造

成的影响只与 ｐｏｗｅｒｓｐｃｆｔ 相关而与行业－年份层面的 ｐｏｗｅｒａｖｇｉｔ 无关， ｐｏｗｅｒａｖｇｉｔ 与 ｐｏｗｅｒｆｔ 相
关而又与随机扰动项无关， 可以看做是合适的工具变量。 为了保证该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 我们采用了 “不可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和 “弱工具

变量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表 ２ 第

（２） 列汇报了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的结果， 可以看出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仍然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明

我们采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第二， 滞后一期工具变量法。 按照通用做法， 我们选用经理自主权的滞后一期

ｐｏｗｅｒｆｔ－１ 作为 ｐｏｗｅｒｆｔ 的另一工具变量， 既可以保证工具变量和经理自主权显著相

关， 又能确保工具变量相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外生性。 估计结果如表 ２ 第 （３）
列所示， 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数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正，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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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同样表明我们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

效的。
３． 重新测算出口产品质量

此处， 本文采用单位价值量 （出口总价值量 ／数量） 来重新衡量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 尽管这一做法存在一些不足， 但在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经典的理论模型中，
ＣＥＳ 函数设定与垄断竞争意味着每个企业的产品定价等于一个不变的成本加成率与

边际成本的乘积， 质量对边际成本的弹性为正， 每个企业的价格都会随着产品质量

的提高而提高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 ［３１］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因此， 使用

单位价值量衡量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 ２ 第 （４） 列给出了相应结

果， 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数仍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ｗｅｒ 　 ０ ２８２６∗∗∗ １ ７８７３∗∗∗ ０ ３８２７∗ ０ １４１８∗∗∗

（０ ０２１２） （０ ５７５４） （０ ２０７１） （０ ０４４１）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１ ０７１８∗∗∗

（０ １４３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３９ １４１０∗∗∗ ９０ ０８９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７５ ７７５０∗∗∗ ３５２ ０２１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５０ ２１８ ２１２ ８９５ １８５ ８４３ ２１２ ８９５

注： 囿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 命令控制固定效应的数量有限， 第 （１） 列仅控制了行业、 年份和目的国固定效应； 限于

篇幅， 表中未报告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下表同。

四、 进一步检验

（一） 企业异质性、 经理自主权与出口产品质量

为考察经理自主权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分别从控

股股东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技术水平两个方面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３ 报告了回归

结果。
１． 控股股东所有制类型

表 ３ 第 （１）—（３） 列报告了经理自主权对不同控股类型上市公司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别， 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 民营控股

和外资控股三类。 结果表明， 在国有控股企业中， 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数在 １％水

平下显著为正， 但对于民营和外资控股上市公司而言， 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数虽然

为正但未通过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意味着经理自主权对国有控股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对于这一结论， 可能的原因有： 一是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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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了维持企业正常运作外， 往往还肩负着各种政治任务和社会职能， 这使得国有

控股企业经理自主权相对受限； 反之， 在民营控股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中， 管理层

和大股东身份重合的可能性较大， 政府部门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约束也相对较少，
使得这些企业的管理者通常具有较高的自主权； 在这种情形下， 释放经理自主权将

促使国有控股企业把目标更多地聚集在企业经营上， 出口产品质量将得到更大幅度

提升， 但对本身已经具有较高自主权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民营和外资控股企业而言，
进一步扩大经理自主权的边际作用可能不再明显。 二是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各

项优惠政策支持， 如企业补贴、 贷款扶持以及各类资源要素向国有部门的相对集中

等， 经理自主权的扩大将使得经理人有权对这些 “便利资源” 进行合理有效的配

置或者以此扩大投资规模， 并通过生产率效应和资本投资效应最终反映在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升上。
２． 企业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 相比低技术企业， 高技术企业的生产率往往更高； 高技术企业经理

自主权的发挥空间较大， 经理人自我实现的欲望较为强烈， 而低技术企业则相反。
为此，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２０１３） 》， 将

企业按所处行业类型划分为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 以检验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
表 ３ 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的结果表明， 高技术企业中经理自主权的影响系

数在 ５％水平下显著为正， 低技术企业的系数则未通过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意

味着经理自主权对高技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可能的解释在于两个方

面： 一是相比低技术企业， 高技术企业往往更加注重经营者的创新意识、 冒险意识和

机会敏锐性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２００９） ［３２］， 因而更有可能聘请富有创新精神和冒

险精神的经理人， 其自主权的扩大将更有可能增加经理人在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方面的

工作投入； 此外， 富有创新精神的经理人在企业创新方面往往具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经理自主权的扩大将强化这种高管认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进而实现产品质

量的提升。 二是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学习效率相对较高， 经理人工作积极性

和创新潜能发挥的空间较大， 经理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也更有意愿去开发更多风险性

项目， 促使经理自主权扩大带来的资本投资效应得到了更大发挥。

表 ３　 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国有控股 民营控股 外资控股 高技术 低技术

ｐｏｗｅｒ 　 　 　 ０ ６４１８∗∗∗ 　 　 ０ １４３６ 　 　 ０ ２８８１ 　 　 ０ ５９９６∗∗ 　 　 ０ １５３０
（０ ２３３０） （０ １３９０） （０ ９７６２） （０ ２６５２） （０ １１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８０ ６３４ １１３ ０３９ ４ ６３１ ２８ ５３１ １７９ ３６５
Ｒ２ ０ ５９２１　 　 ０ ５３１１ ０ ６４１１ ０ ５７６９ ０ ４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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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质量差异、 经理自主权与出口产品质量

已有研究表明， 产品质量差异是影响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为了检验经理自主权与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随产品质量差异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本文首先借鉴了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根据每种产品的质量标准差均值将样本分为同

质化产品和异质化产品分别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２） 列； 其次， 借鉴

Ｋｕｇｌｅｒ 和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 的做法， 按照 Ｇａｌｌｏｐ－Ｍｏｎｈａｎ 行业指数的均值进行分

组回归， 结果见表 ４ 第 （３）、 （４） 列①。 两种分组方法均表明， 经理自主权对产品

质量差异程度较大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质量差异较小的企业。 基

于战略选择理论， 产品质量的差异化程度越大， 扩大经理自主权越有利于经理人充

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价值， 此时管理者将致力于制定 “差异化战略” （提供高质量

的差异化产品） 以扩大国际市场需求空间， 努力引领企业在质量阶梯中占据高端

位置； 反之， 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较小， 产品质量上升空间不足， 因而经理人对企

业市场份额的影响也相对受限， 此时管理者更多的是致力于制定 “成本领先战略”
（利用成本优势扩大销量） 以获取更多利润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因而在提升出口

产品质量方面上的投入可能有所不足。

表 ４　 质量差异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同质化产品 异质化产品 低 Ｇ－Ｍ 指数 高 Ｇ－Ｍ 指数

ｐｏｗｅｒ
　 　 ０ ２２４６∗∗∗ 　 　 ０ ６６６２∗∗∗ 　 　 ０ ２４８２ 　 　 ０ ３２７３∗∗

（０ ０７１４） （０ ２５６９） （０ １５６９） （０ １３８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４８ ７７９ ６４ ００８ １０１ ４１４ ９０ ３９５
Ｒ２ ０ ５３３２ ０ ４７５８ ０ ４６７３ ０ ５２０３

（三） 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的影响机制分析认为， 经理自主权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 资本投资效应和

薪酬激励效应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为了识别与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选取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投资支出 （ ｉｎｖｅｓｔ） 和员工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作为中介变量②， 利用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３３］ 提出的 “三步法” 对影响机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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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ｕｇｌｅｒ 和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 计算的 Ｇａｌｌｏｐ－Ｍｏｎｈａｎ 指数是基于 ＩＳＩＣ４ 位码的行业分类， 我们将 ＨＳ６ 位

码产品转换至 ＩＳＩＣ４ 位码行业得到本文的 Ｇ－Ｍ 指数， 指数越大表明产品质量差异越大。 编码转换文件来自世

界银行： ｈｔｔｐ：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ｈｔｍｌ。
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采用索洛余值法进行估算； 投资支出为新增投资支出， 按照通行的做法， 将新增

投资支出 （ ｉｎｖｅｓｔ） 定义为： （为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 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 年初总资产； 员工平均工资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



行检验： （１） 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见前文基础计量模型式

（１） ］； （２） 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３） 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和中

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共同影响。 如果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第三步

的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 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此时， 若第三步核心解释变

量的系数也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第三步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表 ５ 报告了本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第 （１）—（３） 列为中介效应第二步的

回归结果， 其中 ｐｏｗｅｒ 的影响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扩大经理自主权

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投资支出以及员工工资水平。 第 （４）—（６）
列为中介效应第三步的回归结果，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投资支出 （ ｉｎｖｅｓｔ） 和

员工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的影响系数均至少在 ５％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全

要素生产率、 投资支出和员工平均工资是经理自主权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

变量， 此时经理自主权的系数仍然显著， 说明是部分中介效应。 当然， 本文也进一

步采用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来确保中介效应的存在， 检验发现全要素生产率、 投资支出和

工资水平三条渠道的 Ｚ 统计量分别是 ５ ２０１３、 ３ ５１４３ 和 ２ １６４７， 均至少在 ５％水

平下显著。 这些结果表明，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扩大资本投资以及实施薪酬激

励是经理自主权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部分机制。

表 ５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 ｉｎｖｅｓｔ ｗａｇ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７∗∗∗　 　 ０ ２０２９∗∗∗　 　 ０ ３２０１∗∗∗　 　 ０ ３１４７∗∗∗　 　 ０ ３１３０∗∗∗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３９７）

ｔｆｐ ０ ６３５１∗∗∗

（０ １０９２）

ｉｎｖｅｓｔ １ ２０２４∗∗∗

（０ ２６８４）

ｗａｇｅ ０ ０５８３∗∗

（０ ０２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０９ ７７３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１２ ８９５ ２０９ ３８７ ２１２ ８９５
Ｒ２ ０ ４６１８ ０ １７２０ ０ ７０１６ ０ ４６８９ ０ ４６９２ ０ ４６８８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 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弱化， 新的竞争优势尚

未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充分发挥企业管理者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
是出口企业在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为此， 本文从企业内部

治理的角度出发， 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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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数据， 实证研究了经理自主权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

一， 经理自主权的扩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这一结论在克服样本

选择性偏差、 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改变变量衡量方式后依然成立。 第二， 经理自主权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多个方面呈现异质性的特点， 经理自主权对国有

控股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经理自主权的产品质量提升

效应在质量差异幅度较大的产品或行业内更加显著。 第三， 影响渠道检验发现， 提

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扩大资本投资以及实施薪酬激励是经理自主权促进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部分机制。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以强化出口

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不谋而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性决定： 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 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在宏观顶层制

度的设计上释放微观企业的自主权， 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坚持通过 “简政放

权” 手段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 企业自主决策、 政府权责清晰

的经济体制。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政府应努力减少对企业高管的政治负担， 逐渐

弱化国企及其高管的行政级别， 强化企业自主权，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引导管理

者将目标更多地集聚于企业经营上。 第二，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要充分发挥企业管

理者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价值。 出口企业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适当释放部分经

理自主权， 充分发挥经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企业家才能， 提高其参与企业生产、 投

资以及产品研发与创新等方面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 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 应适当

加强组织架构的柔性建设。 鼓励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 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

激励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经理自主权， 在技术优势和企业内部治理效率上寻求最佳发

力点， 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强化出口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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