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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

摘要  本研究基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地位

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在不同地位赋予标准下与团队

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通过对来自 36 家高科技企业 105

个团队的上下级配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情境

中的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并不像 B e n d e r s k y

等预测的那样并行影响团队产出，而是通过地位冲突的

先行作用以及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序列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除此之外，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绩效的

影响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发挥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面性”

作用，地位冲突如果诱发任务冲突可对团队创新绩效产

生积极影响，而如果诱发关系冲突则会对团队创新绩效

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恰当选择地位赋予标准可

以有效抑制地位冲突的消极作用从而增强其积极作用，

组织借助地位冲突管理可以提高团队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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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赋予标准

引言

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现代组织必须

依赖团队进行创新，[1] 因此如何驱动团队获取创造性产

出也就成了组织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地位竞争的角度看，

团队成员之间围绕地位的向上寻求（Stat us St r iv ing）或

向下维护（S t a t u s M a i n t e n a n c e）都可能驱动创新，因

为地位资源具有零和特性，[2] 成员在统一的社会等级

团队创新

绩效

结构中追求稀缺地位资源势必引发地位冲突（S t a t u s 

C o n f l i c t，即为维护现有地位或寻求更高地位所引发的

不一致性和摩擦 [2]），地位冲突会驱动个体通过竞争行

为超越对方，但是由于常规手段很容易被竞争对手识别

并招致地位封锁，[3] 因此团队成员特别是低地位成员若

想在竞争中获胜，必须更多地依赖非常规手段，这势必

导致创新行为的唤起。[4] 从这个角度看，地位冲突与团

队创新具有逻辑关系。然而从已有文献看，尽管关于团

队创新的研究也频繁基于冲突观进行探讨，但是这些研

究大都立足团队冲突的“三分法”，即把团队冲突分为

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过程冲突三种类型，考察团队冲

突与团队创新的关联性，[5,6] 致使团队中客观存在的第四

类冲突——地位冲突与团队创新的关系成为现有研究的

重要缺口。[2] 这种研究现状导致很多问题并不清楚，如

地位冲突为什么有时促进，有时又抑制团队创新？在影

响团队创新的过程中，它与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过程

冲突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

有效管理地位冲突并推进团队创新？对此，本研究将进

行系统探讨。

根据 Bendersky 等 [2] 的研究，地位冲突、任务冲突、

关系冲突和过程冲突引发团队内冲突，并行影响团队产

出。但从地位竞争的角度看，地位冲突可能诱发非常规

手段，这将刺激团队中的两类竞争——创造性越轨竞争

和反生产性越轨竞争。[3] 创造性越轨竞争会诱发团队的

地位冲突的 “双面”特性与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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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地位

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在不同地位赋予标准下与团队

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通过对来自 36 家高科技企业 105

个团队的上下级配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情境

中的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并不像 B e n d e r s k y

等预测的那样并行影响团队产出，而是通过地位冲突的

先行作用以及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序列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除此之外，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绩效的

影响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发挥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面性”

作用，地位冲突如果诱发任务冲突可对团队创新绩效产

生积极影响，而如果诱发关系冲突则会对团队创新绩效

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恰当选择地位赋予标准可

以有效抑制地位冲突的消极作用从而增强其积极作用，

组织借助地位冲突管理可以提高团队创新水平。

关键词  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团队创新；

地位赋予标准

引言

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现代组织必须

依赖团队进行创新，[1] 因此如何驱动团队获取创造性产

出也就成了组织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地位竞争的角度看，

团队成员之间围绕地位的向上寻求（Stat us St r iv ing）或

向下维护（S t a t u s M a i n t e n a n c e）都可能驱动创新，因

为地位资源具有零和特性，[2] 成员在统一的社会等级

团队创新

绩效

认知动机，[3,4] 而反生产性越轨竞争则易催生团队中的利

己性社会动机。[7] 根据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 o t i v a t e d 

Infor mat ion Processing in Groups Model , MIP-G），团队

作为一个信息加工者，其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包括利

已的和亲社会的两种）共同决定团队的信息加工效率，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基于该理论进一步推导，地位冲突

可能通过其激发的认知动机或利己的社会动机对团队

创新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认知动机会

推动团队成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方法或方案并导致任

务冲突，而任务冲突对团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8] 另一

方面，利己的社会动机驱动的非合法性结果很可能引发

人际间关系冲突，从而破坏团队信息加工所需的互动机

制，[9] 并对团队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过程冲突被界

定为“分摊责任及决定如何完成工作这一过程中所产生

的冲突”，[10] 按冲突目的可分别归属于任务冲突、关系

冲突或地位冲突，因此本研究根据该领域的主流做法将

过程冲突融合在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地位冲突中，不

单独探讨）。由此推出，在影响团队创新的过程中，地

位冲突可能发挥先行作用，通过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的

中介作用序列影响团队创新。如果把经由任务冲突的路

径定义为生产性路径，而把经由关系冲突的路径定义为

非生产性路径，则地位冲突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条路

径，其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也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双面

效应”，但是现有研究很少关注这一现象。

对组织来说，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管理地位冲

突收获积极作用或抑制其消极作用并最终提高团队创

新水平是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根据刘智强

等 [4] 的研究，不同的地位赋予标准（S t a t u s C o n f e r r a l 

Cr ite r ia）可以引导团队成员进行不同比较，比如相对标

准（R e l a t i ve C r i t e r i a）会推动员工与人（主要是团队成

员）比较，而绝对标准（Absolute Cr i t e r ia）则会推动员

工与事（自己的承诺目标）比较。因此，本研究预测前

者可能受地位冲突导致更多的关系冲突，而后者将导致

更多的任务冲突。从这个角度判断，地位赋予标准可能

调节地位冲突与团队创新间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地位赋

予标准（绝对标准 / 相对标准）在影响地位冲突给团队

创新带来的“双面效应”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或者存在

什么样的差异等问题上，现有研究并未涉及。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拟基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

系统探讨不同地位赋予标准下的地位冲突如何通过任务

冲突和关系冲突有差异地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研究预计

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1）澄清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

关系冲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地位冲突对任

务冲突和关系冲突的序列影响，填补现有研究因并行探

讨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及其影响而留下的空

白；（2）探索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的双重影响效应，揭

示生产性路径与非生产性路径的不同作用机制，为地

位冲突权变影响团队创新这一“黑箱”提供新的解释机

制 ；（3）结合地位赋予标准探讨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的

影响，验证不同地位赋予标准下，地位冲突经由任务冲

突和关系冲突影响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或

有什么样的变化，研究结果将使组织明白什么样的地位

赋予标准可以有效引导地位冲突并促使团队创新水平得

到改善。

一、研究理论与假设

1. 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IP-G）与团队内冲突

团队是信息加工者，且团队认知加工的效果由团队

信息共享和整合的质量决定。[11] 基于该观点，D e D r e u

等提出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IP-G），[12-14] 认为团队信

息加工的效果取决于团队中的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首

先，信息被系统处理的程度取决于团队的认知动机，即

努力实现对事物全面、丰富和准确理解的意愿，在团队

信息加工过程中，认知动机可以促进团队个体搜索、处

理、传播和整合信息的深度以及对之进行的关注。其次，

团队成员搜索、处理和交流的信息类型又决定于社会

动机，即他们对自己与其他团队成员之间结果分配的偏

好，包括利己的（Proself）和亲社会的（Prosocial）两种。

利己的社会动机通常支配个体只关心他们 / 她们自己的

结果，而亲社会的社会动机则支配个体关心共同的结果

和公平性。在团队信息加工过程中，亲社会动机更有可

能驱动团队成员搜索、关注和交流有利于实现团队目标

的信息，比如保持和促进和谐以及达成使集体受益的高

质量协议；相反，利己动机则更容易导致团队个体寻找、

关注和沟通有利于个人目标的信息，如保持或提高他们

在团队中的地位和权力，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剥削和虐

待并努力实现个人成功。

根据 M I P-G，团队的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决定信

息加工效率，并将因正向或负向改变团队认知水平而影

响团队创造力，而团队创造力则是团队创新绩效的重要

基础，由此推导团队创新绩效是团队认知动机和社会动

机的函数。一方面，地位冲突加剧团队个体间的竞争，

为了获取更多地位资源，团队成员可能启动一切可以帮

助自己获取有利地位并在竞争中获胜的对抗手段，诱导

团队成员的利己性社会动机，驱动团队成员操纵信息的组

织政治行为或反生产行为（如信息隐藏、绩效作弊等），[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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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队以一种非合法合理的方式影响地位资源的分配格

局，结果导致团队成员尤其是地位利益受损的团队成员

产生消极情绪，造成团队中人际关系上的不和谐，诱发

关系冲突。

另一方面，团队成员借助创造性越轨行为实现地位

提升，意味着团队成员不得不关注任务绩效的提高，促

使团队成员为增进任务适应性而提出不同的观点或新的

方法，即触发了团队的认知动机，在团队信息加工过程

中导致更多的任务冲突。同时，从团队相依性角度看，

由于领导和成员在团队内部处于不同的生态位，导致竞

争释放，受团队工作的高任务相依性影响，团队整体绩

效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团队领导会致力于

通过各种生产性手段来激发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推动

团队目标实现。这些生产性手段均会催生更多的生产行

为，使团队内部指向任务目标实现的任务冲突增加。

2. 地位冲突、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

地位冲突是团队成员间地位竞争的一种产物，通常

地位竞争越激烈冲突越明显。  [15] 与其他类型的团队冲

突相比，地位冲突伴随团队的社会等级而存在，并具有

以下特征 ： （1）长期影响。在地位冲突中建立的主导和

顺从模式会持续到未来，使地位冲突相比其他冲突类型

具有更长时间的影响 ；（2）吸引旁观者参与。因为地位

冲突中整个社会关系网络都会受到焦点人物挑战等级结

构的影响，[16] 而且盟友和旁观者对于合理合法地给予焦

点人物相对社会位置至关重要 ；（3）零和性。地位是一

个固定的社会资源，使地位冲突具有零和特性，意味着

在团队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必然降低他人地位。[2] 上述特

征使得地位冲突尤其能够成为其他冲突类型（比如任务

冲突和关系冲突）的诱发物。而任务冲突指团队成员对

于决策内容的分歧，以及在与任务相关的看法、思想和

观点上的不同，[5,17] 同时也涵盖了一个团队成员提出异议

的过程 ；[6] 关系冲突是指人际上的不相容，包含心理上

的紧张和摩擦等情绪成分，涉及个人好恶（如讨厌对方）

及情感（如懊恼、挫折和愤慨）等。[5]

地位冲突经常导致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同时出现。  

由于地位资源具有零和特性，为规避显性的常规手段可

能招致的地位封锁，地位竞争会刺激个体更多地采取非

常规手段，从而唤起团队成员的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

行为。[3] 一般来说，生产性行为 [4] 会使团队成员聚焦于

团队任务，从而提高团队任务适应的客观需要，刺激团

队的认知动机，驱动团队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积极寻求和

提出实现任务目标的更有效方法，并在讨论如何完成团

队任务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而导致任务冲突 ；

而非生产性行为 [7,18,19] 关注自身地位，但它不是通过生

产性竞争更高地位来达到目的，而是选择非生产性干预

他人地位的上升来操纵地位利益的分配格局，这种非公

正性的利己动机引导的灰色行为很可能增加团队中的消

极情绪，进而导致关系冲突发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

H1 ：团队中的地位冲突越高 / 低，其任务冲突（a）

和关系冲突（b）也越高 / 低

3. 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的不同中介机制

创新是指有意识地引入和应用新思想、新过程、新

产品或新程序而使个体、团队或组织受益的过程，不仅

包括创意的提出，还包括创意的推广和实施。[20,21] 在现

实中，为了成功创新和处理复杂的新技术与信息，组织

越来越依赖高度协作的团队。[22] 然而，团队协作性越高，

地位冲突越明显 ；地位冲突最终又会引发非常规的生产

性与非生产性行为，比如创造性越轨行为和反生产性越

轨行为等，[3] 结果导致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并对团队创

新造成影响（具体逻辑见引言）。

基于 M I P-G 理论本研究预测，在地位冲突影响团

队创新的过程中，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会形成不同的中

介机制。一方面，任务冲突可能因为促进团队中的少数

异议而提升创新水平。首先，从 M I P-G 的角度看，团

队是一个信息加工者，团队效能取决于团队中信息加工

的数量和质量，而任务冲突中出现的新观点、新方法和

新方案等有利于团队提升信息加工的效率，团队信息加

工效率可以扩大团队的知识库，提升团队认知水平，是

产生团队创新的重要基础。其次，从现有文献看，一旦少

数成员公开反对多数成员持有的信念、态度、思想、程序

和政策，一定的认知冲突就会引入团队思想中，[8,23] 激发

团队成员的发散性思维，[24] 减少不成熟的共识，[8] 同时

引导团队成员在重新评估之前情况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

目标、策略或程序以适应团队任务，[6] 这显然有利于团

队内创意的提出、推广和实施。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任

务冲突与团队创新具有曲线关系，认为一定量的任务冲

突有利于提高团队认知水平而促进创新，但高水平的任

务冲突则会降低团队感知、评估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

而阻碍推动团队创新的信息加工过程。不过该观点应用

个体层面的模型来预测团队层面的信息加工过程，并不

能很好地契合 MIP-G。因为 MIP-G 指出，区别于个体，

团队作为一个信息加工者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如

依赖于环境和去个性化等 [25,26] 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对任

务信息的注意。当群体环境使个体对自我的某些方面不

那么关注时，群体成员可能会专注于任务信息，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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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突出、生动和相关的信息 ；[27] 相反，当去个性化导

致成员不太遵守规范，特别是不注意任务信息时，注意

力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从团队层面的 M I P-G 框架

看，团队信息加工的结果取决于团队的认知动机和社会

动机，对团队效能起决定作用。由此理论看，任务冲突

的增加实质上源于认知动机推动的结果，导致团队中出

现不同的新思想，可以改善团队信息加工的质量并对实

现团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推断，只要不出

现极端情况，任务冲突对团队创新的线性影响比曲线影

响更加符合 MIP-G 的理论预期。

另一方面，地位冲突诱发的关系冲突可能不利于团

队创新的发生。因为关系冲突会造成团队内部的社会认

同或社会分类过程，其造成的子团队间的消极互动会阻

碍团队的信息加工，[28] 从这个角度看关系冲突可能抑制

团队创新 ；从情感性社会交换理论角度看，团队成员在

关系冲突中产生的消极情感会阻碍成员间的社会交换和

人际互动，不利于团队中的信息流动以及互动机制的形

成，而信息流动和社会互动恰恰是团队创新的重要基础。[9] 

上述预测也和 M I P-G 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基于上述理

论和推导，本研究预测地位冲突将会通过任务冲突和关

系冲突的中介形成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条路径，并分

别对团队创新施加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于是提出如下

假设 ：

H2 ：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在地位冲突与团队创新

间起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这一

生产性路径促进团队创新绩效（2a），而通过关系冲突

这一非生产性路径抑制团队创新绩效（2b）

4. 地位赋予标准及其调节作用

地位赋予标准是组织赋予员工正式地位时所遵循

的依据，其中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是组织普遍采用的两

类标准。相对标准应用的理论基础是锦标赛理论，赋予

员工地位的依据是与他人相比焦点员工在社会等级结构

中的“排序”结果。相对标准鼓励相互竞争，通过排名

顺序决定地位资源（如岗位晋升、奖金），如年终评优

时按百分比确定名额，其应用目的在于利用与他人的地

位竞争来推动团队绩效的提升。而绝对标准赋予员工地

位的依据是组织事先确定的客观标准，它鼓励焦点员工

与自己承诺的目标竞争而不是与别人比较，即不论人数

多少，只要达到客观标准就可获得对应的地位资源，如

西方及中国香港一些高校实施的按客观标准（如指定数

量的 A Jour nal 论文等）晋升职称。[4] 绝对标准的应用旨

在通过制定的客观标准考核员工能力及对任务的完成程

度，以此推动团队创新绩效的改善。与绩效考核相比，

地位赋予标准目的在于通过地位竞争激励员工提高绩

效，而绩效考核目的在于考察员工绩效是否达到组织规

定的客观标准。

（1） 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经由任务冲突影响团

队创新这一路径的调节效应

在绝对标准下，由于团队赋予地位主要取决于焦点

员工自己的客观产出，与他人关系不大，这将促使团队

成员之间的地位冲突主要指向任务冲突，并围绕任务目

标的实现积极寻求和提出不同的思想与主张，最终改善

团队的认知功能，[29] 推进团队创新。但在相对标准下，

由于团队赋予地位主要取决于焦点员工与他人相比所处

的相对位置，与他人产出及竞争行为关系紧密，这将抑

制团队成员为实现任务目标提出不同想法及积极互动的

动机水平，使地位冲突引发的任务冲突下降，限制团队

创新所要求的认知功能。[29] 由此推论，地位赋予标准将

会对地位冲突经由任务冲突影响团队创新的过程产生调

节作用，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

H3 ：地位赋予标准调节地位冲突经由任务冲突正向

影响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 ；具体来说，在相对标准下，

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间接关

系会减弱，而在绝对标准下，这种关系会增强

（2） 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经由关系冲突影响团

队创新这一路径的调节效应

上文提到，相对标准会强化焦点员工与他人的直接

竞争，加剧地位冲突，进而催生更多触发非生产性行为

的非常规手段，比如组织政治行为、反生产性越轨行为

等，[7] 结果使团队成员在竞争中受到非公正对待，通过

外部归因产生更多消极情感，酿成更多的关系冲突，最

终破坏团队创新所需的协同和互动机制。而绝对标准的

引入则会缓和地位竞争，减少非常规性非生产性行为比

如创造性越轨行为等，进而降低关系冲突的发生概率，

改善团队中的互动和交换水平，最终促进团队创新。[9] 据

此，提出如下假设 ：

H4 ：地位赋予标准调节地位冲突经由关系冲突负向

影响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 ；具体来说，在相对标准下，

地位冲突通过关系冲突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间接关

系会增强，而在绝对标准下，这种关系会减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模型。

为考察不同地位赋予标准（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下地

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作用于团队创新的双重

影响效应，本研究将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关系冲突、

团队创新绩效、地位赋予标准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同时纳

入结构方程模型，实证考察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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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这两类地位赋予标准下的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和关

系冲突的影响是否有变化，以及团队创新是否会因此受

到影响；同时，基于地位赋予标准这一组织可控因素在地

位冲突通过其“双面性”影响团队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来寻求通过管理地位冲突提升创新水平的有效方法。

二、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

36 家高科技企业，样本涉及电子、软件开发、制造、能

源、制药等不同行业的 117 个研发团队，发放问卷 980

份，其中团队主管问卷 127 份、团队成员（非主管）问

卷 853 份，最后共获得 105 个团队的 856 份有效问卷，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7.3%。为避免同源误差，数据收集

采取上下级配对调查法，其中上级问卷由团队主管填写，

主要完成对地位赋予标准、团队地位冲突和团队创新绩

效三个变量的评价以及团队成立年限、团队规模等团队

特征因素的填写 ；下级问卷由团队成员（非主管）填写，

需要完成对团队中地位冲突、关系冲突、任务冲突的评

价，另外还需完成对本人性别、年龄、任现职年限、受

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信息的填写。在 105 个团队的有

效问卷中，751 份由员工填写，105 份由部门主管填写。

对样本团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05 个团队中，

女性（平均）占比 22%，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32.8 岁，受

教育水平均在本科以上的团队占比 81.4%，平均每个团

队 7.15 个成员（除去团队主管）。

2. 变量测量

（1）地位冲突。采用 Bendersk y 等 [2] 开发的 4 测项

量表，分别为“我们团队发生冲突时经常划分派系”“由

于大家都想争夺工作主导权，我们团队内部经常爆发冲

突”“我们团队成员通过竞争方式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我

们团队成员彼此都不认同他人对团队的贡献”。问卷采

取 Liker t 7 点评价，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

（2）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量

表来自 B e n d e r s k y 等 [2] 和 C a r s t e n 等，[29] 前者包括三个

测项 ：“我们团队成员经常发生工作观点上的冲突”“我

们团队成员经常在工作内容上有不一致的意见”“我们

团队成员经常在工作方式上有冲突意见”；[2] 后者也包括

三个测项，即“我们团队经常引发与工作无关的人际关

系紧张”“在一起工作时，我们团队成员很容易变得暴

躁”“我们团队内部经常存在个体之间情绪性的冲突”。[29]

问卷采取 Liker t 7 点评价，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

（3）团队创新绩效。采用 L ovela ce 等 [22] 的 4 测项

量表 ：“我们的产品有很好的创新性”“我们引进了很多

新思想”“我们有很好的环境适应能力”“总体上，我们

有很好的技术绩效”。  问卷采取 Liker t 7 点评价，1= 非

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  

（4）地位赋予标准。借鉴刘智强等 [4] 的测量方法，

首先由工作组负责人在问卷中选择团队的地位象征物，

如职位、权利、职称等，然后根据地位赋予标准的实际

情况对地位象征物的赋予标准进行评价（L i k e r t 7 级评

价）。其中，越接近 1 越代表绝对标准，即依据事先确

定的客观标准赋予地位象征物，达到标准就获取对应等

级的地位象征物而不论有多少人达到（职位除外）；越接

近 7 越代表相对标准，即不设硬性标准只设晋级比例，

或者虽有硬性标准却仅充当比例划分的参考依据之一。

（5）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团队规模、团队成员平

均年龄、团队成员女性所占比例、团队成员平均受教育

水平四个团队特征变量 ：①团队规模，主要指工作团队

成员数量 ；②团队成员平均年龄，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都

是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团队，所以员工相对比较年轻，年

龄测量从 1=“≤ 25”岁到 9=“>60 岁”，每级相差 5 岁；

③团队成员女性所占比例 ；④团队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分为“1= 初中或以下，2= 中专 / 高中，3= 大

专，4= 大学本科，5= 硕士，6= 博士。

三、分析与结果

1. 信效度检验

对各量表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地位冲突、任

务冲突、关系冲突以及团队创新绩效的α值分别为 0.93、

0.80、0.85、0.81，且联合信度（CR 值）均大于 0.7（见

表 1），说明各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分为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检验。对地位冲突、

关系冲突以及任务冲突三因素测量模型的 C FA 检验发

现（见表 1），各因子负载值均大于 0.73，且三因素模型

具有较好的拟合度（χ2、d f、χ2/d f、N F I、T L I、C F I、

A I C、R M S E A 值依次 分别为 40.10、31、1.29、0.99、

0.99、0.99、88.10、0.12，见表 2）。这些指标表明，三

因素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指标达到了主流研究建议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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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准。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三变量具有良

好的聚合效度。对团队创新绩效的 C FA 检验结果显示，

χ2=2.90、d f =2、χ2/ d f =1.45、 N F I = 0.99、T L I = 0.98、

CFI=0.99、AIC=18.91、R MSEA=0.07，因子负载值最小

为 0.68，表明该变量也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如表 2 所示，对地位冲突、关系冲突以及任务冲突

三变量的一因素、二因素以及三因素测量模型的拟合度

进行检验发现，三因素测量模型拟合度最优，一因素测

量模型拟合度最差，三因素模型明显优于一因素和二因

素模型，表明这三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1

变量 条目
CFA

因子负载
AVE值 AVE

建议值
CR值 CR

建议值

地位冲突

SC1 0.91

0.78

AVE ≥ 0.5

0.93

CR ≥ 0.7

SC2 0.89

SC3 0.89

SC4 0.83

关系冲突

RC1 0.87

0.65 0.85RC2 0.81

RC3 0.86

任务冲突

TC1 0.77

0.57 0.80TC2 0.73

TC3 0.76

团队创新绩效

TIP1 0.74

0.52 0.81
TIP2 0.74

TIP3 0.71

TIP4 0.68

注 ：SC= 地位冲突，RC= 关系冲突，TC= 任务冲突，TIP= 创新绩效，下表同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2
测量模型 χ2 df χ2/df NFI TLI CFI AIC RMSEA
三因素模型

（SC, RC, TC）
40.10 31 1.29 0.99 0.99 0.99 88.10 0.02

二因素模型
（SC, TC+RC）

646.57 33 19.59 0.85 0.80 0.85 690.57 0.16

二因素模型
（SC+RC, TC）

977.23 33 29.61 0.77 0.70 0.78 1021.23 0.20

二因素模型
（SC+TC, RC）

739.60 33 22.41 0.83 0.77 0.83 783.60 0.17

一因素模型
（SC+RC+TC）

1631.40 34 47.98 0.62 0.50 0.62 1673.40 0.25

2. 数据聚合恰当性检验

使用 J a m e s 等 [30] 的 R w g 指标检验组内一致性，使

用  Bl i e s e [31] 的  IC C1 和  IC C2 指标检验组间异质性，最

后综合判断个体数据聚合到团队层次的合适性。R w g 系

数代表团队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表 3 显示，地位冲突、

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的 R w g （均值）依次为 0.94、0.92、

0.92，均超过 0.70 这一门槛值，说明地位冲突、关系冲

突和任务冲突具有较好的组内一致性。ICC1 和 ICC2 分

别表示测量工具的组间变异程度和群组平均数的信度，

理想的取值范围分别为：0.1≤ I C C1≤ 0.5，I C C2>0.7。

从表 3 看，地位冲突、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的 I C C1 值

分别为 0.33、0.20、0.22，均位于区间 [0.1, 0.5]，说明

三变量具有合适的组间差异 ；I C C2 的值分别为 0.78、

0.64、0.67，最小值 0.64，尽管小于 0.7，但是考虑到被

调查的团队规模较小，仍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总体上，

地位冲突、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三变量的 R w g、I C C1、

I C C2 取值均在可接受范围，个体数据适合聚合到团队

层次。

表3  团队数据的聚合检验结果
变量 Rwg平均值 Rwg中值 ICC1 ICC2
SC 0.94 0.95 0.33 0.78

RC 0.92 0.93 0.20 0.64

TC 0.92 0.93 0.22 0.67

3.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 4 显示了相关性检验 结果，地位冲突与任务

冲突正相关（β=0.40，p <0.01），与关系冲突正相关

（β=0.56，p <0.01）；任务冲突与团队创新绩效正相关

（β=0.30，p<0.01）关系冲突与团队创新绩效负相关（β= 

-0.42，p <0.01）；相关人口统计变量和研究模型中的变

量不具有相关性。上述检验结果为理论假设提供了初步

证据。

表4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
差

1 2 3 4 5 6 7 8 9

女性比例 0.22 0.29 1

平均年龄 32.79 4.73 0.13 1

平均教育水平 3.88 0.39 0.04 -0.06 1

团队规模 7.15 2.53 0.30** 0.12 0.17 1

地位赋予标准 4.67 1.66 -0.07 -0.05 -0.09 -0.04 1

地位冲突 3.14 0.89 0.08 0.13 0.04 0.12 0.01 1

关系冲突 2.69 0.58 -0.05 0.11 -0.01 -0.07 0.12 0.56** 1

任务冲突 2.67 0.55 -0.04 0.18 0.03 0.03 0.05 0.40** 0.37** 1

团队创新绩效 5.11 0.65 -0.05 0.01 -0.08 0.09 -0.08 -0.33** -0.42** 0.30** 1

注 ： N=105; *p<0.05（双尾）; **p<0.01（双尾）

4. 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的影响效果分析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对地位冲突和任务冲突、关

系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表 5 显示

在模型 M2 中，任务冲突对地位冲突的回归系数显著

（β=0.23，p <0.001），ΔR 2 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地位

冲突对任务冲突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支

持假设 H1a。在模型 M4 中，任务冲突对地位冲突的回

归系数也显著（β=0.37，p<0.001），同时ΔR 2 具有统计

显著性，说明地位冲突也正向影响关系冲突，假设 H1b

得到验证。另外，本研究应用“拔靴法”（Bootst rapping 

Me t h o d）通过 M PLUS 软件对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全模

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β=0.26，

p <0.001）和关系冲突（β=0.34，p <0.001）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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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的影响

因变量
任务冲突 关系冲突

M1 M2   M3 M4 M5 M6
( 常量 ) 1.76* 2.01** 1.84** 2.26** 2.62*** 2.79***
女性比例 -0.13 -0.15 -0.17 -0.09 -0.12 -0.10
平均年龄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平均教育水平 0.05 0.04 0.11 0.02 0.02 -0.06
团队规模 0.01 -0.00 -0.01 -0.02 -0.03 -0.02
地位赋予标准 0.02 0.02 0.04 0.03
地位冲突 0.23*** 0.26*** 0.37*** 0.35***
地位赋予标准×
地位冲突

-0.09** 0.09**

ΔR2 0.04 0.15*** 0.06** 0.02 0.33*** 0.06**
F 0.94 3.63 4.47 0.53 8.77 9.67
注 ：*p<0.05 ；**p<0.01 ；***p<0.001（双尾）；下同

5. 特定间接效应分析

为验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是否可以在地位冲突与

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根据 E d w a r d s 等 [32]

的建议，同样采用 Bootst rapping 方法，通过 MPLUS 软

件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6。根据

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 这一判断标准可以看出，任务冲

突（BC 95% CI=[0.086, 0.334]）中介地位冲突与团队创

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 H2a 得到支持 ；关系冲

突在 95% 置信水平上的置信区间（BC 95% CI= [-0.309, 

-0.084]）也不包含  0，说明关系冲突也在地位冲突和团

队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 H2b 得到支持。

表6  特定间接效应分析

中介
变量

Indirect 
Effect

Bootstrapping
BC 95% CI BC 90% 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任务冲突 0.184 0.086 0.334 0.099 0.307

关系冲突 -0.177 -0.309 -0.084 -0.286 -0.099

注 ：“BC 95% CI”代表 95% 置信区间，“BC 90% CI”代表 90% 的置信区间

6. 地位赋予标准的调节作用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

突和关系冲突作用团队创新这两条路径的调节作用，首

先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与任

务冲突、关系冲突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 5）。从

模型 M3 发现，地位赋予标准（绝对标准←→相对标准）

对地位冲突与任务冲突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β= 

-0.09, p <0.01, 且 ΔR 2 显著），同时 Si m ple S lo p e 检验

结果（见图 3）显示在绝对标准下，t =4.75 ( p <0.001)，

在相对标准下，t  =2.69 ( p <0.01)，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

而从模型 M6 可知，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与关系冲

突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β=0.09，p <0.01，且

ΔR 2 显著），Simple Slope 检验结果显示（见图 4）在绝

对标准下，t =6.39（p <0.001），在相对标准下，t =6.96 

( p<0.001)，表明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与关系冲突间

的调节效应也显著，结果支持假设 H3 和 H4。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在结构方程模型（全

模型）中控制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 / 任务冲突间关

系的调节效应。根据 A i k e n 等 [33] 的 S i m p l e S l o p e s 分

析程序，按照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

准差将调节变量分组，依次在地位赋予标准的高低水

平上对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全

模型检验结果见图 2。图 2 显示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

突与任务冲突间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显著（β=-0.09, 

p <0.05），对地位冲突与关系冲突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

应也显著（β=0.09, p<0.05），与前面进行的分层回归分

析的结果一致。关于地位赋予标准对任务冲突和关系冲

突中介效应的调节效果从表 7 可知，在相对标准和绝对

标准条件下任务冲突的中介效应差值具有显著性（β= 

-0.20，p <0.05）。其中在相对标准一端，任务冲突对地

位冲突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而在绝对标准一端，任务冲突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β=0.28，p<0.01），表明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影响团

队创新的间接效应在相对标准下弱而在绝对标准下强，

支持假设 H3 ；在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条件下关系冲突

的中介效应差值也具有显著性（β=-0.16，p<0.05），而

且验证结果正如假设 H4 所预测的，地位冲突通过关系

冲突影响团队创新的间接效应在相对标准下增强，在绝

对标准下减弱，支持假设 H4。
表7  条件间接效应分析

CSP
SC→TC→TIP SC→RC→TIP

第一阶段
a1

第二阶段
a2

间接效应
a1×a2

第一阶段
b1

第二阶段
b2

间接效应
b1×b2

相对标准（+1SD） 0.12 0.70** 0.09 0.50** -0.52** -0.26**

绝对标准（-1SD） 0.41** 0.70** 0.28** 0.19* -0.52** -0.10*

差 异 -0.28* 0 -0.20* 0.31* 0 -0.16*

注 ：a1 代表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的影响，a2 代表任务冲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b1 代表地位冲突
对关系冲突的影响，b2 代表关系冲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SC= 地位冲突，RC= 关系冲突，TC=
任务冲突，TIP= 创新绩效，CSP= 地位赋予标准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 主要研究结论

（1）地位冲突序列影响团队中的任务冲突和关系冲

突 ；（2）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以不同的作用机制分别对

地位冲突与团队创新绩效间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3）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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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正向影响团队创新

的间接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绝对标准下，地

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

会增强，而在相对标准下会减弱 ；（4）地位赋予标准对

地位冲突通过关系冲突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起

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相对标准下，地位冲突通过关

系冲突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会加强，而在

绝对标准下这种关系会减弱。

2. 研究发现与理论贡献

（1）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的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

“双面”特性，应用 M I P-G 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在

团队中，个体围绕地位等级结构竞争共同的地位利益 [34]

导致地位冲突，激化地位竞争。从地位竞争视角看，个

体间的地位寻求 / 维护可能同时触发生产性和非生产性

两类非常规手段并对团队创新造成不同影响 ：第一，生

产性非常规手段（如创造性越轨等）的使用容易使团队

成员关注任务的完成或增强任务适应性而萌生认知动

机，从而有利于团队提出完成目标的不同意见和方法，

增加任务冲突，而在任务冲突中少数异议的提出又会因

改善团队的认知水平而增进团队创新。第二，非生产性

非常规手段（如反生产性越轨等）引发利己性社会动机

导致的非合理性后果会使竞争对手通过外在归因产生消

极情绪和人际摩擦，造成关系冲突，[35] 这将阻碍信息分

享和团队创新。因此，地位冲突的发生对团队创新不仅

具有消极的一面，同时还有积极意义。

（2）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通过任务冲突影响团

队创新的间接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在相对标准下地位

冲突通过任务冲突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会

减弱，而在绝对标准下这种关系会增强。相对标准下的

团队个体竞争相同的地位资源通常建立在与别人直接竞

争的基础上，从道德排斥的角度看，直接竞争会导致更

多的非公正性排斥行为，[36] 在预期竞争对手会贬抑自己

观点的时候很可能保持沉默。所以，相对标准会阻抑任

务冲突的产生，不利于创新。在绝对标准下，团队成员

会因获得地位利益需达到“客观标准”而强化自我竞争

（不与他人直接竞争），也会因非常规手段激发的生产性

行为而关注任务，提出与任务相关的不同意见，同时相对

竞争的减少也排除了个体因敌意排斥而不愿提出异议的心

理障碍，这对增多任务冲突和团队创新都是有利的。

（3）地位赋予标准对地位冲突通过关系冲突负向影

响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具体地，在相对

标准下地位冲突通过关系冲突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

间接关系会加强，而在绝对标准下这种关系会减弱。在

相对标准下，团队个体的对抗性竞争将普遍激活，催生

更多的非生产性、非常规手段，导致地位资源分配的非

公正性，从而增进个体间的人际摩擦和消极情感。自然

地，关系冲突也因此而升级，人际互动和社会交换减少，

不利于团队创新。由此可见，在相对标准下，地位冲突

将导致关系冲突，对团队创新形成不利影响。而在绝对

标准下，个体之间的竞争减弱将会缓和团队成员之间紧

张的竞争关系，由竞争引发的非生产性行为减少，关系

冲突也会减少，降低关系冲突对团队创新的消极影响。

总之，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而基于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的地位赋予制度的设计可以

抑制其消极效应，提高其积极效应。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一定贡献 ： （1）检验结果显

示，地位冲突对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同时具有正向影响，

现有文献 [2] 探讨了地位冲突、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之

间的并行关系，却并未验证三者之间的序列关系，因此

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2）研究结果还

表明，地位冲突会通过任务冲突对团队创新产生积极影

响，还会通过关系冲突对团队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

以往研究尚未联系地位冲突与团队创新进行过探讨，因

此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地位冲突的双面性（积极面

和消极面）及其经由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影响团队创新

的作用机制。（3）在团队冲突与团队创新关系的研究中，

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任务冲突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尚未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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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的两面性作用，[2] 而本研究则为

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对二者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提供了证

据，弥补了团队冲突与团队创新间关系的重要研究缺口。

（4）本研究还发现，地位赋予标准影响地位冲突经由任

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作用团队创新的间接关系，即在创新

过程中，相对标准会恶化地位冲突产生的间接负面效应，

而绝对标准则有利于发掘地位冲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

在中国这个关系型社会。

3.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作为一项横截面研究，本研究不能反映不同

时间内地位赋予标准作用于地位冲突和团队创新之间关

系的动态过程。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方法，探讨

地位冲突影响团队创新的动态过程。其次，虽然本研究

采用了一些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

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拔靴法”（Boots t rapping 

Method）对全部假设进行同时检验，使模型相关变量得

到控制，但还有一些变量如团队心理安全等的作用并未

控制，未来研究需要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存在影响。最后，

在对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完全模型）分析时发

现，地位冲突和团队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3，

p <0.001），说明在未来研究中，依然可以通过其他视角

探究地位冲突和团队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4. 管理启示

首先，研究结论使我们认识到，在强调团队创新的

企业管理实践中，[37,38] 地位冲突对于团队创新具有“双

面性”，即地位冲突一方面可能阻抑创新，另一方面也

可能驱动创新。现实中，地位冲突往往带来一些非生产

性行为，如选边站、贬低他人贡献、结盟等。这些现象

也常会带来人际摩擦，产生消极情感，不利于团队互动

和交换，进而很难推动需要协同机制和信息分享的团队

创新。本研究发现，地位冲突可以通过诱发任务冲突正

向影响团队创新，正如刘智强等 [3] 指出，地位竞争也可

以通过生产性非常规手段使团队成员的注意力转移到

工作任务的完成上，并由此提出有效解决问题或完成目

标的不同意见，最终提升团队的认知能力，而且有些异

议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团队也意味着创意的提出，因

此地位冲突导致的地位竞争会通过任务冲突积极影响创

新。这个结果让我们认识到很有必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团

队中地位冲突在驱动团队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

地位冲突对团队创新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面性”，

这对于组织如何权变地通过管理地位冲突驱动团队创新

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为驱动团队创新，企业应谨慎使用相对地位

赋予标准。传统上，很多企业在激励员工时都倾向使用

相对标准，以此鼓励竞争和推动组织任务绩效的实现，

同时这也是锦标赛理论所倡导的。然而，相对标准或许

可以有效驱动常规绩效，却未必可以驱动需要的提出、

推广和实施创意的创新绩效，也就是说团队创新有一个

较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团队互动和交换，而倡导与人

直接竞争的相对标准可能因为激化关系冲突和抑制任务

冲突而直接阻碍团队创新。由此看来，相对地位赋予标

准具有消极影响，致力于创新的企业需要谨慎使用，特

别是在关系型情境中。

最后，利用绝对地位赋予标准可将地位冲突诱发的

对抗性竞争（与他人竞争）转化为合作性竞争（与自己

竞争并与他人合作）而实现团队创新目标。由前文可知，

绝对标准一方面会弱化直接竞争，减少关系冲突，进而

改善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绝对标准还会使团队成员在

强化自我竞争动机后积极地提出异议，而弱化的直接竞

争也减少了个体提出异议时顾虑受到贬抑的心理障碍，

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的任务冲突的出现。也就是说，绝

对地位赋予标准会因为抑制关系冲突和改善任务冲突对

团队创新起到双重积极效应。因此，在团队创新问题上，

地位赋予标准的选择和设计非常重要，其中绝对标准在

关系型社会更具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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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relying on team innova-

tion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t is therefore becoming an unavoid-

able problem for managers to think about how to trigger creative 

outp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us striving, status conflict will 

push individuals to contend with other by unconventional means, 

which may arous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o a great extent. 

Although so many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conflict and team innovation, most of them just focused on 

three kinds of team conflicts, i.e., relationship, task and process 

conflicts, ver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how the fourth kind of 

conflict, i.e. status conflict affect team innovation.

Status conflict may trigger unconventional ways and arouse cre-

ative deviant competition or counterproductive deviant competition. 

Deviant competition is related to two kinds of motivations in team: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selfish social motivation, which may form 

double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groups model. On the one h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is very likely to drive task conflict and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llegality driven by egoistic social 

motivation is likely to cause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which destroy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needed for tea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ea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groups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d tested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atus conflict, task conflict,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different status conferral criteria. 

A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dyadic sample of 105 teams in 36 high-

tech enterprises shows that, in China, status conflicts, task conflicts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s do not affect team outcomes in parallel 

necessarily as Bendersky & Hays (2012) predicted. They also affect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quentially through the proactive 

role of status conflict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ask conflict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status conflict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fixed; it has positive and nega-

tive "double sides". In particular, status conflict can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inducing task con-

flict, an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inducing relationship conflict.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lso find that the appropriate choice of status conferral criteria can 

help to restrai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tatus conflict and promote its 

positive role, so organizations can improve their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appropriate status conflict management.

Key Words  Status Conflict; Task Conflict; Relationship Conflict; 

Team Innovation; Status Conferral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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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practicing identity of inde-

pendent directors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private information i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Major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need to be approved by independent directors before 

they are submitted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discussion. Inde-

pendent directors also need to express independent opinions o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herefore, whether and how independent 

directors play a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both academics and prac-

titioners. Taking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5 as 

samples, the practic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were defined accord-

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both national statutory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practicing experience in the profession they 

were certified. We use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announcement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public information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nd then use its regression residual with the actual scale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of re-

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hired practic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have less private in-

formation i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he existence of other large 

shareholders will reduce the supervision effect of the practicing in-

dependent directors, which mean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end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shareholder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other major shareholders will increase their oppor-

tunistic behavior i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herefore, both sides 

will acquiesce i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volving each other, or 

even cover up private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high-quality ex-

ternal audit will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effect of the practicing in-

dependent directors, because they can produce higher quality audit 

information for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ved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practicing experi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Key Words  Practicing Identi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Priva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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