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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师生 “类血缘”关系会缓解公司代理问题吗

○ 李 莉  杨雅楠  黄瀚雯

摘要  本文将师生关系定义为一方现在或曾经在另一

方毕业的大学任教，利用手工收集和整理的 2008-2017

年上市公司数据识别出董事长和高校独董间的师生“类血

缘”关系，并分析其对缓解代理问题的影响。实证结果

表明，董事长和高校独董间的师生关系能够显著降低代

理成本。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

加显著 ；考虑外部正式制度的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指数

更低的地区，师生关系的影响作用更强。在进行反向因

果检验及相关稳定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本文将师生

“类血缘”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作为单独研究对象，

分析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丰富了文化与财务的相关研

究 ；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个人与集体”的文化维度，验

证了文化维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本文的实证结

果为深入分析中国环境乃至世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类似

现象提供了新兴转轨经济体的依据。

关键词  师生关系 ；类血缘 ；文化 ；代理成本 ；公

司治理

引言

当前文化与财务的交叉性研究是财务学界的一大

新学术思潮。围绕文化领域展开财务问题研究是植入中

国情境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1] 这正与

Zi nga les [2]“文化要素的引入带来了财务领域研究的重大

革新”的观点不谋而合。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

度对经济社会和个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3,4] 目前国内外

均有大量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证实和肯定了文化

对公司财务的重要作用。[5-7]

关于文化与财务的相关研究，首先要对文化的内涵

进行界定和分析。Hofs 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指出，[4]“个

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文化的主要分析维度之一，受儒

家文化影响，集体主义倾向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在

中国情境下，围绕集体主义展开文化与财务的研究具有

独特优势和重要意义。但 Hof s t e d e 所提出的“个人主义

与集体主义”维度主要应用在宏观视角的国家层面文化

分析领域，[4,8,9] 个体微观层面的分析相对较少，尤其是

与公司财务问题相关联的研究则更加缺乏。已有研究通

常将该维度一分为二，判断国家、区域或组织是个人主

义还是集体主义，[10] 这是一个笼统的、非此即彼的问题，

却忽略了对集体主义文化内容的细化研究。

集体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关系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甚至凌驾于制度之上。[11] 中国正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

会，关系（Guan Xi）文化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正处在

新时代经济转型期下的我国企业管理与发展问题尤其重

要。[12] 企业行为离不开高管的认知与决策，而高管的认

知与决策则受到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2 ,13] 因而近年

来围绕高管间关系文化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主要

包括家族关系、同乡关系、校友关系等。[14-16]

在已有关于高管间关系文化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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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除了家族关系是基于血缘构建的，其他诸如同姓关系、

同乡关系、校友关系等均是一种非血缘但却与血缘关系

极其相似的亲密关系，这类关系文化深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环境中，本质上体现了中国文化

最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集体主义的特点与倾向。[8,17]

Hofs tede 指出，集体主义存在明显的“圈内”和“圈

外”差别，其主要特点就是“使得那些没有亲缘关系却同

属于一个内群体的人们建立起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18]

因此本文根据文化维度理论，在对已有研究归纳与总结

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这类关系称为与血缘关系相对的

“类血缘”关系。“类血缘”关系具有的典型特征是 ：与

中国特色文化息息相关 ；非血缘，但亲密度上却极其类

似 ；体现家族文化和集体主义倾向。关于血缘关系文化

与企业的研究，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家族企业，具有一定

局限性，相对而言“类血缘”关系文化的内涵更丰富，

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15,16,19]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君臣、父子、师生”

关系作为整个社会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层面，且自古以来

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门”是与“家门”

并列的文化概念，“师父”的称呼也体现了家文化倾向，

可见师生关系是一种典型且重要的“类血缘”关系。师

生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化沿袭会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促进

沟通与协调，也令师生之间构成的集体产生一种类似“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效应。目前在高管“类血缘”

关系文化的探讨中，将师生关系作为单独对象的研究仍

比较匮乏，个别研究校友关系文化的文章将师生关系笼

统地纳入广义校友关系中，[20] 并未深入剖析师生关系文

化的特性。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将师生关系定义为一方

现在或曾经在另一方毕业的大学任教，与双方毕业于同

一所院校的校友关系区别开来，[16] 拟对其进行初探性的

研究。

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很多企业会通过聘请高

校独立董事的做法来构建和维系高管间的师生“类血

缘”关系。尤其是在目前我国高校在职研究生教育比例

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许多企业高管会通过就读 M BA、

EMBA、MPAcc 等在职学位的机会，建立师生“类血缘”

关系，并借由这一关系邀请相关教师担任企业的独立董

事，为其提供咨询建议等。2015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开

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引发

了一阵高校党政干部在企业兼任独董的辞职潮，导致我

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高校独董比例有所降低。但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来自高校的教授及专家学者

依然是主要力量。[21] 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国家出台的相

关政策意见有效降低了高校领导干部利用在企业兼职机

会拿报酬得好处的可能性，以及违规兼任影响本职工作

的可能性，[21] 净化了上市公司高校独立董事队伍，从某

种程度上提升了符合国家规定从而仍旧能够在企业任职

的高校独董的公信力。

如果在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代表同时也是企业的

最高决策者——董事长，与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独立董

事之间存在师生“类血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促进

董事长对高校独董的相互信任与信赖，从而缓解信息不

对称，增强沟通、减少摩擦，最终缓解代理问题、降低

企业代理成本呢？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手工收集并辅以数据库数据①

整理了 2008-2017 年上市公司及高管相关数据，实证

检验了上市公司董事长与高校独董之间的师生“类血缘”

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探讨这类关系在公司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创新性地

将文化维度理论引入微观层面的公司财务研究中，从高

管视角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突

破了 H o f s t e d e 理论框架囿于宏观层面文化差异的局限，

拓展了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范畴 ；[4,8,18] 同时本文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初探性地提出了相对血缘关系而言的“类

血缘”关系这一名词，并进一步对其中的师生关系内涵

进行分析，细化和深化了集体主义文化内容的研究，也

验证了在中国情境中文化维度理论于微观层面的适用性

和有效性。

二是对现有文化与财务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本文将师生关系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引入公司治理的研

究范畴，探讨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作用，是师生关

系在教育学领域之外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丰富了文

化与财务领域的相关内容，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该

类现象提供了“中国证据”。

三是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本文在代理理论

大框架下，结合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和文化认同理

论，将中国传统社会师生文化引入现代公司治理问题中，

构建起“师生关系—信任机制—提高沟通效率与凝聚

力—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减少交易成本—代理成本降

低”的逻辑链条，从而挖掘师生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

内在影响机理，拓展和深化了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也

从实践上为企业在治理结构方面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 理论与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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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J e n s e n 等 [22] 提出代理成本以来，财务学界对此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根据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

导致了代理成本的产生，这是代理问题的根本原因。[22]

而信任能够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

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23]

在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主要承担监督和咨询的职

能，其职能发挥有赖于信息获取的成本和有效性。及时、

真实、充分的信息能够令独立董事在全面了解企业情况

的基础上，给予更严格的监督和更有参考性的咨询 ；反

之则容易产生误判，增加代理成本，对公司治理产生不

利影响。[24,25] 然而受独董个人能力、精力、距离所限，

以及内部人出于私利进行隐瞒和限制等原因，现实中独

立董事难以获取足够信息，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

致代理问题。[26] 师生“类血缘”关系则通过在董事长与

高校独董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提高彼此沟通效率与凝

聚力，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影响公司

治理。具体来说，师生“类血缘”关系对公司代理问题

的影响机理如下：

第一，根据文化认同理论进行分析，师生“类血缘”

关系能够通过文化认同建立信任机制，缓解代理问题。

文化认同（C u lt u r a l Ident i t y）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

领域，是个体与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7] 该理论指

出，认同总是存在于关系中，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

间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

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28] 产生

文化认同的个体会趋向于集合成群体，该群体内成员间

的信任程度较高，互动和交流会更加顺畅。[29] 同时，团

队的共同认知与和谐互动有助于提高凝聚力，对企业发

展具有正向作用。[30]

师生关系中存在较高的文化认同。人们常说“师承

何人”，这个“承”字意指师生之间文化背景“一脉相承”，

在文化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乃至价值观上高度趋

同。因此根据文化认同的理论，具有师生关系的董事长

与高校独立董事之间会产生较高的文化认同，为二者建

立起信任机制，有效消除代理关系中的隔阂和摩擦，提

高沟通效率与团队凝聚力，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对代

理问题的缓解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师生“类血缘”

关系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与网络机制影响公司

代理问题。L L S V 研究指出，社会资本能够提高个体的

信任和合作水平，促使各方达成共同的理解，使效率最

大化，[31] 这是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 ；[23] 社会资本是现实

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形

成了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23] 信任机制是网络机制的基

础，网络机制是信任机制的条件，二者共同促成社会资

本理论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23]

主张关系本位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32] 作为

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师生“类血缘”关系为独立董事与

董事长之间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条件，减少信息披露方

的隐忧，[33] 令双方更容易进行口头交流等非正式沟通。

尤其是在中国独立董事更倾向在事前私下沟通而非在董

事会上公开质询的大环境下，[34] 这种关系带来的信任令

双方联系更紧密，缓解独立董事因与董事长之间心理和

地理上的距离而面临的信息匮乏困境，也令独董职能得

以充分发挥，从而减少代理成本，优化公司治理。[35]

2. 假设提出

师生“类血缘”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作用还

与教师这一职业和师生“类血缘”关系在我国传统文化

和现代社会认知中具有特殊性有关，这些特性能够在董

事长与高校独董间建立起信任机制，影响代理成本。

在我国，相对于其他独董，高校独董可能更加公

允，更容易获得股东的信任。从传统文化观念来看，中

国自古有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思想，以韩愈《师说》

中反映出的教育理念为代表，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的独立精神与高傲情操受到公认。[36] 中国人“尊师重道”

的思想也使得教师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受到人们的尊

敬与信赖。[21] 从现代社会认知来看，教师的职业特性决

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②在物质层面上，政

府也从经济上提高教师的待遇水平，高校教师待遇保障

体制日益完善。③此外，在企业中任职独董的高校教师普

遍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本职工作的收入水平并不拮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其被金钱收买、因物质而影响决

策的可能。[21] 目前我国社会普遍敬重教师、尊重知识、

重视教育，令高校独董具有较高的公允性，更容易受到

股东的信任，从而加强了沟通效率，缓解了代理问题。

尤其是在近年不时发生贪污、腐败等令社会诚信度降低

的事件环境下，以及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频频被质疑的情

况下，这一公允性和信赖感显得尤为重要。

从感情上看，师生“类血缘”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

情结，是双方加强信任的纽带。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师

对学生的培育几乎可以与家长对孩子的付出类比，这也

是“师父”一词的体现。如果董事长与高校独董间存在

师生关系，这种深刻与特殊的情感为双方建立起信任机

制，一方面通过激发学生的感恩和依赖心理增强董事长

的社会安全感，减少其对于信息披露的隐忧，提高其寻

求意见的意愿 ；[37] 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独立董事因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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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份而受到的防备和阻碍，[38] 在获得更多有益信息的

基础上，乐于主动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从而减少交流中

的摩擦，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

题。此外，担任独董的高校教师普遍是该领域专家，具

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因而也更容易获得董事长对其专业

性的信任。[21]

本文将师生关系定义为一方现在或曾经在另一方毕

业的大学任教。无论是否为“直接”的师生关系，社会

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及教师的特性都不会发生变化。而

高校本身具有特殊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积淀

塑造了不同的学校个性，而相同的学校背景会为师生打

上相同的文化烙印，形成高度的文化认同，[16] 进而为双

方建立信任，提高沟通效率，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上述

影响存在于来自同一院校的广泛师生关系中，即使是在

非“直接”的师生关系中也成立。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与企业内部人之间建立起社会

关系的独立董事在实质上并不独立，[39] 若独立董事与企

业高管身处于同一个社会圈子中，受到社会嵌入性的影

响，圈子中的个体会在某些行为上逐渐趋同，最终影响

其经济决策，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就本文所研究的师

生“类血缘”关系而言，其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大于消极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基于我国关系

本位及差序格局的文化特征，[32] 我国独立董事作用的有

效发挥更符合友好董事会的模型。[40] 师生“类血缘”这

种友好关系令独立董事具有了不完全独立的特性，反而

能够促进信息的分享与交流，提高独董有效性，降低代

理成本。第二，独立董事受到来自声誉和法律两方面的

软硬约束。声誉机制是独立董事保持客观、发挥作用的

首要机制，[41] 且根据文化维度理论，在我国这种集体主

义较强的文化环境下，保全面子格外重要。[4,8,18] 担任独

董的高校教师普遍有声望，个人口碑和声誉会对其形成

软约束，令其更加积极地行使其监督职能 ；为了避免被

专家差评导致在“圈子”中丧失声誉，董事长也会尽量

约束自身行为，最终形成双方良性的互动。《公司法》对

董事的责任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私人关系不能高过法

律约束，因个人感情做出违法行为得不偿失，尤其对于

高校教师这一类极为注重声誉的人群而言更是如此。第

三，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和政府当前对教师地位提

升的举措下，人们普遍接受尊师重教观念，社会对师生

“类血缘”关系认同度较高。在此背景下，健康的师生

关系形成积极作用的“圈子”，具备圈内信息传播及时、

减少隐瞒和欺骗的优点，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互相包

庇掩护的弊端。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师生“类血缘”关

系能够通过加强董事长与高校独董间信任缓解信息不对

称，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公司治理。综上所述，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

H1 ：与董事长与独立董事不存在师生“类血缘”关

系的公司相比，存在这一关系的公司代理成本更低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17 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

董事长和高校独董间师生“类血缘”关系对企业代理成

本的影响。选取这一时间段的样本是因为董事长毕业院

校等相关数据在数据库中从 2008 年才开始进行披露。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和处理 ：第一，考虑到 S T

和 * S T 上市公司在财务数据上的特殊性，剔除这类上市

公司的样本 ；第二，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在会计制度

上的特殊性和财务数据上的不可比性，剔除金融类上市

公司的样本 ；第三，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董事长与

高校独董间师生“类血缘“关系进行确定，包含确定董

事长的毕业院校和高校独董的任职院校。本文对这两类

数据尽量搜集完全，即董事长的毕业院校覆盖从专科院

校到最高学历之间的所有院校（包含进修），高校独董的

任职院校覆盖从其从事教师行业以来的所有任职院校。

董事长的毕业院校主要采用三种方式获取，一是

通过国泰安数据的“上市公司高管毕业院校”词条直接

获取，该数据从 2008 年开始披露，但由于是非强制性

披露数据，因此存在大量缺失。二是通过国泰安数据库

中上市公司高管简历的阅读手动抽取，数据库中存在一

些公司的董事长毕业院校信息一栏空缺，但却在简历中

体现的情况，此外还存在一些简历中披露了从本科到硕

士、博士阶段的求学信息，但毕业院校一栏仅体现了最

高学历院校的情况。因此本文通过阅读简历将相关内容

补充完整。三是对于数据库中毕业院校一栏空缺且简历

中也未体现的条目，本文采取网络搜索的方式，使用“毕

业”“大学”“求学”“校友”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网络

搜索结果不明的通过校友会、网络问卷、电话调查等方

式进行补充。如果以上三种方法都未能获取有效信息，

则视为董事长毕业院校信息缺失。④

对于独立董事任职院校主要采取从国泰安数据库

中下载独立董事个人简历，阅读并从中进行手动抽取的

方式。若简历中有所缺失，则采用网络搜索、网络调查

等方式进行补充。使用 Excel 和 St a t a 15 等数据处理软

件将董事长毕业院校与高校独董任职院校进行匹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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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是否有所重合。⑤

对相关数据异常的情况进行剔除和整理，本文

最 终 获得 2008-2017 年 3035 个上市公司 14189 个样

本。除上述变量外，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

CCER 数据库。

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计

（1）因变量

作为现代管理领域尤其是公司治理相关课题中的核

心要素，代理成本的研究向来为学术界所关注。根据代

理关系的不同，代理成本也存在一定差别。本文重点关

注企业董事长与高校独董之间的师生“类血缘”关系对

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由于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能是提供

监督和咨询，代表广大中小股东利益，而董事长则是大

股东利益的代表，因此本文借鉴相关文献选取其他应收

款占总资产比值的方法进行衡量。其他应收款作为报表

中较为模糊的部分，是大股东侵占公司资金的主要手段，

因此该比值越高，说明大股东和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可

能越大。[42]

（2）自变量

本文选取董事长与独立董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

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股

权高度集中的特点，董事长作为企业大股东的代表，与

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间存在一定代理成本，而

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是我国企业中最为严重

的代理问题 ；[43] 二是我国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起步较晚，

C E O 等职业经理人制度发展尚不完善，董事长依然在我

国上市公司中扮演最高决策者的角色。[44] 因此选择董事

长与独董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符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对于师生“类血缘”关系这一自变量，由于目前管

理学相关文献中关于师生关系的单独研究较缺乏，因此

度量上本文参考了与之属性较为相近的校友关系，[16] 将

本文自变量，即师生“类血缘”关系确定为企业董事长

的毕业院校与公司高校独董的任职院校间是否一致。该

变量为虚拟变量，通过上文所述的数据搜集和处理方

法，如果二者有重合部分，则判断董事长与高校独董存

在“类血缘”关系，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

本文将企业的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设置为虚拟

变量，即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取值为 1 ；民营

性质或其他取值为 0。

此外，本文还参照相关文献 [15,16,21] 选取了董事长年

龄、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

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成

长机会、固定资产比例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

行业和年度的影响效应。具体变量解释见表 1。
表1  核心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因变量 代理成本 AgCost 其他应收款占比 = 其他应收款 / 总资产

自变量 师生关系 School
虚拟变量，董事长毕业院校与高校独董任职院
校有重合，取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
变量

产权性质 SOE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取值为 1，民营
性质取值为 0

董事长年龄 Age 董事长年龄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会的总席位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比例 Indboard 独立董事席位 / 董事会总席位

CEO 与董事长
两职兼任

Dual 如存在两职兼任，取 1，否则取 0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

成长机会 Grow 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固定资产比例 Tangible 固定资产净额 / 资产合计

行业 Industry
根据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按照门
类设置 18 个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 Year 设置 2008-2017 年共 10 个年度虚拟变量

（4）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假设，本文设计了如下模型 ：

AgCost=α0+α1School+α2Controls+α3Industry+α4Year+ε

其中 A g C o s t 为因变量，代表代理成本，S c h o o l 为

自变量，代表董事长与高校独董间是否具有师生“类血

缘”关系，即高校独董任职院校与董事长毕业院校是否

重合，Cont rol s 为控制变量，I ndu s t r y 为行业虚拟变量，

Ye a r 为年度虚拟变量。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99% 的缩尾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2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总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School=1 1963 13.83 1044 13.09 919 14.79

School=0 12226 86.17 6931 86.91 5295 85.21

总计 14189 100 7975 100 6214 100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3，董事长

毕业院校和高校独董任职院校有所重合的企业比例

为 13.83%，说明董事长和高校独董间存在师生“类血

缘”关系的企业有一定的比例，其中国有企业这一比例

为 13.09%，而民营企业为 14.79%，民营企业略高于国

有企业，这可能由国企和民企对高管的聘任制度不同导

致。结果显示，样本企业平均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为

1.69%，国企和民企在该比率上的平均值相差不大。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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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结果初步说明样本企业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

代理问题。

表3  其他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gCost 14189 0.0169 0.0313 0.000000709 0.709

School 14189 0.138 0.345 0 1

Age 14189 52.08 7.008 27 88

SOE 14189 0.562 0.496 0 1

Top1 14189 0.3596 0.1517 0.00172 0.8999

Boardsize 14189 5.925 1.451 2 15

Indboard 14189 0.573 0.118 0.143 0.929

Size 14189 21.90 1.272 17.64 28.51

Lev 14189 0.438 0.310 0.00708 13.71

Grow 14189 0.0412 0.153 -6.776 10.40

Tangible 14189 0.217 0.165 0.000004 0.971

2. 相关性分析

表 4 是样本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变量

间显著相关，且符号与我们的假设基本一致。此外本文

还做了 VIF 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变量间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

3. 回归分析

（1）全样本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 1，根据模型对样本进行了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 S c h o o l 变量在 5% 的

置信区间显著，假设 1 得到验证。和董事长与高校独董

不存在师生“类血缘”关系的企业相比，存在这类关系

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低。

此外，由于上文提到的数据搜集和处理方法所限，

本文存在一部分董事长毕业院校或高校独董就职院校数

据缺失的情况，在实证操作中，本文将这类缺失情况视

为董事长与高校独董间不存在师生“类血缘”关系，可

能在回归中会造成一定误差。因此本文设置了虚拟变量

M i s s 控制这种因缺失值而视为不存在师生“类血缘”关

系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将 M i s s 纳入回归模型后结

果如表 5 所示，其中 S c h o o l 依旧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全样本检验结果
全样本回归结果 控制缺失值的回归结果

School -0.0014**
（-1.96）

-0.0027**
（-2.00）

Miss -0.0032**
（-3.03）

Age -0.00006*
（-1.73）

-0.0001*
（-1.46）

Boardsize -0.0003*
（-1.60）

-0.0002*
（-0.56）

Indboard -0.0031
（-1.29）

-0.0044
（-0.99）

Size -0.0022***
（-9.05）

-0.0036***
（-8.48）

Lev 0.0246***
（27.77）

0.0208***
（16.07）

ROA 0.0234***
（3.52）

0.0005***
（0.03）

Dual -0.0015**
（-2.49）

-0.0025**
（-2.26）

Grow -0.0008
（-0.12）

0.0251
（1.69）

Tangible -0.0224***
（-13.12）

-0.0212***
（-6.24）

Top1 -0.0168***
（-9.76）

-0.0185***
（-5.75）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Adj R-squared 0.1125 0.0883

N 14189 14189

这令本文结果更加稳健。⑥

（2）分样本分析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在治理机制、人员选聘、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较

大差异。国有企业存在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其

代理问题呈现出一定复杂性，因此师生“类血缘”关系

对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可能与非国有企业存在较

大不同。本文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类别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

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S c h o o l 的系数

均为负，且非国有企业样本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非

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与高校独董间的师生“类血缘”关系

会显著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在国有企业中两者间是负向

关系，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我国国有企

表4  相关性分析结果
AgCost School Age Size Boardsize Top1 Indboard Dual Lev ROA Grow Tangible

AgCost 1.000

School -0.046*** 1.000

Age -0.036*** -0.068*** 1.000

Size -0.060*** 0.047*** 0.226*** 1.000

Bsize -0.011 0.021* 0.044*** 0.109*** 1.000

Top1 -0.079*** -0.003 0.039*** 0.236*** -0.011 1.000

Inboard -0.014 0.016 -0.043*** -0.002 -0.450*** 0.017 1.000

Dual -0.029 0.031** -0.148*** -0.144*** -0.138*** -0.060*** 0.066** 1.000

Lev 0.169*** -0.011 -0.023* 0.155*** 0.073*** -0.012 -0.023* -0.088*** 1.000

ROA 0.090*** 0.007 0.004 -0.006 0.004 0.015 -0.008 0.023* -0.181*** 1.000

Grow 0.090*** 0.007 0.006 -0.003 0.006 0.016 -0.009 0.022* -0.183*** 0.988*** 1.000

Tangible -0.089*** -0.023* 0.047*** -0.030** 0.114*** -0.023* -0.058** -0.071*** 0.055*** -0.073*** -0.072*** 1.000

注 ：***、**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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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分样本回归结果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School -0.0017*
（-1.66）

-0.0014
（-1.22）

Age -0.00002
（-0.39）

-0.00007
（-1.39）

Boardsize -0.0004
（-1.59）

0.00001
（0.04）

Indboard -0.0023
（-0.66）

-0.0016
（-0.43）

Size -0.0020***
（-6.17）

-0.0023***
（-5.51）

Lev 0.0231***
（13.05）

0.0229***
（20.09）

ROA 0.0098
（1.15）

0.0210*
（1.89）

Dual 0.0024*
（1.85）

-0.0028***
（-3.41）

Grow -0.0042
（-0.53）

0.0186*
（1.69）

Tangible -0.0179***
（-8.05）

-0.0254***
（-8.10）

Top1 -0.0142***
（-5.68）

-0.0165***
（-6.09）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Adj R-squared 0.1035 0.1251

N 6214 7975

业在治理结构和选聘制度上的特殊性导致。从治理结

构来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政府，董事长依旧是代理

人的身份，而非国有企业董事长一般就是公司大股东，[45]

因此国有企业中大股东利益侵占现象不如非国有企业中

那么普遍，而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大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代理成本问题 ；从选聘机制来看，国有企业的

高管与独立董事选聘机制都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独立

董事话语权较弱，董事长和独立董事之间关系与非国有

企业存在不同。[46] 同时，国有企业还需完成政府分配的

“任务”，为实现政府设置的目标承担一些与主要经营目

标相关性不大的项目，令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更加复杂。

4. 进一步研究

（1）考虑外界正式制度的作用

根据制度理论，组织行为离不开制度环境的背景。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正式制度的发展尚不完

善，由于中国特色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关系为代表的非

正式制度在当前阶段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对经济活动发

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7] 我国存在显著的地区制度环

境差异，企业所处地区的正式制度越健全，市场化进程

越快，竞争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信息质量也越

高。反之，企业所处地区的正式制度越不完善，非正式

制度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越大，[47] 法律保护和惩罚的机制

都相对不力，信息透明度较差。师生“类血缘”关系作

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较差的地区能够弥补正

式制度的不足，有效改善独立董事获取信息的环境，减

少董事长对披露信息的隐忧，从而促进双方沟通交流，

减少可能的摩擦，最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因此，本文

提出假设 ：

H2 ：企业所在地的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

与董事长之间的师生“类血缘”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

影响越大

万良勇等 [47] 使用樊纲等 [48] 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

数（2011）》衡量正式制度环境，该指数包含了 5 个方面

共 23 个分指标，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市

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省

级行政区域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状况。本文借鉴了这一方

法，使用樊纲等 [49] 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中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正式制度环境的代理变

量。由于该报告中市场化指数只更新到了 2014 年，而

指标涉及层面较广、自行收集并更新的可能性较低，目

前学者普遍采用以下方法对后面几年的数据进行处理：[50]

一是考虑到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使用最近年份的数据直

接代替缺失年份的数据 ；二是用已有年份数据的平均值

代替缺失年份的数据 ；三是将已有年份数据进行线性回

归等方式估计缺失年份的数据。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用已有年份平均值代替缺失年份数据，构建了市场化指

数与“类血缘”关系的交叉乘积项模型 ：

AgCost=α0+α1School+α2MI+α3MI×School+α4Controls

+α5Industry+α6Year+ε

上文检验中国有企业样本结果并不显著，因此在该阶

段使用非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 7 可看出，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代表董事长和

独立董事师生“类血缘”关系的 School 变量及代表地区

市场化指数的 M I 变量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师生“类血缘”关系的存在和市场

化指数较高、正式制度发展较为健全的地区，企业的代

理成本相对较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在 1% 水

平下显著，说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师生“类血缘”

关系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师生

“类血缘”关系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被减弱。反之，

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师生“类血缘”关系对代理成

本的降低作用会更强。假设 2 得到印证，也说明师生“类

血缘”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

件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2）考虑反向因果的可能

如果企业对师生“类血缘”关系与代理成本之间的

作用有所预期，可能会出现企业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

增强内部沟通、降低代理成本而采取调整董事会结构，

有针对性地选聘有师生“类血缘”关系独立董事的情况。

132-141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2期第              页 



139

公司治理

表7  市场化指数调节作用下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结果

School -0.0117***
（-2.70）

MI -0.0007**
（-2.82）

MI×School 0.0015***
（2.42）

Age -0.00001
（-0.18）

Boardsize -0.0004*
（-1.67）

Indboard -0.0022
（-0.67）

Size -0.0018***
（-5.96）

Lev 0.0232***
（13.95）

ROA 0.0108
（1.31）

Dual 0.0025**
（2.10）

Grow -0.0050
（-0.66）

Tangible -0.0192***
（-9.42）

Top1 -0.0145***
（-6.22）

Year&Industry 控制

Adj R-squared 0.1135

N 6214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反向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本文将具有师生“类血缘”关系的独立董事按照任

期分为“新任”董事和“长期”董事两组，当独立董事

任期小于该年样本任期中位数时，定义为“新任”董事，

赋值为 0 ；当独立董事任期大于该年样本任期中位数时，

定义为“长期”董事，赋值为 1。分别对两组进行线性

回归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8  反向因果检验回归结果
“新任”董事 “长期”董事

School -0.0039*
（-1.63）

-0.0042**
（-2.50）

Age -0.0002*
（-1.70）

-0.00001
（-0.10）

Boardsize 0.0002
（0.25）

-0.0002
（0.58）

Indboard -0.0004
（-0.05）

-0.0067
（-1.14）

Size -0.0027***
（-3.58）

-0.0048***
（-8.41）

Lev 0.0130***
（7.19）

0.0266***
（13.04）

ROA -0.1222*
（-1.82）

0.0058
（0.36）

Dual -0.0037*
（-1.88）

-0.0016
（-1.07）

Grow 0.1255*
（1.87）

0.0244
（1.52）

Tangible -0.0142**
（-2.26）

-0.0248***
（-5.49）

Top1 -0.0128**
（-2.27）

-0.0206***
（-4.74）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Adj R-squared 0.0597 0.1011

N 5069 9120

显然，如果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企业出于降低代

理成本的目的聘请具有师生“类血缘”关系的高校独董，

那么“新任”董事的回归结果应该比“长期”董事更加

显著。由表 8 可知，无论任期长短，具有师生“类血缘”

关系的高校独董对企业代理成本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其中“新任”董事样本回归结果在 10% 水平下显著，而

“长期”董事样本在 5% 水平下显著，说明反向因果关系

不成立。进一步分析，长期董事对企业信息了解更加深

入和全面，在提供咨询建议和对内部人实行监督时能够

更好地发挥作用，[51] 促进信息交换，对代理成本的降低

作用更显著。

5. 稳健性检验

替换部分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加入董事长和独立董

事的性别、任期、学历等变量进行控制，结果依然较为

稳健 ；替换因变量的度量方法，在计算代理成本时扣除

企业所属行业均值，得到的结果依旧较稳健。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手动搜集和匹配 2008-2017 年 14189 条

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毕业院校信息和企业高校独董的任职

院校信息，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情境，探讨董事

长与独董间通过师生身份建立起的师生“类血缘”关系

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董事长与高校

独董间的师生“类血缘”关系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缓解

企业代理问题。本文根据股权性质不同将样本分为国有

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结果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

国有企业中这一负向影响更加显著。本文考虑外界正式

制度的影响作用发现，师生“类血缘”关系的存在和市

场化指数较高、正式制度发展较为健全的地区，企业的

代理成本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师生“类

血缘”关系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被减弱。说明师生“类

血缘”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

件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本文还根据任期长短进行了反

向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反向因果不存在。

本文主要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文化深刻影响着人

们的活动、企业行为乃至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在儒

家文化思想熏陶下，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在集体主义倾向下，关系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师生“类

血缘”关系能够建立信任机制，减少代理成本。因此在

高管选拔机制和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要正确看待文化

背景对公司治理主体的影响作用，这有利于提高彼此间

沟通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公司治理。

第二，新时代经济转型期要充分考虑我国文化底蕴

深厚的优势，正确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重视内在的软性治理因素，构建具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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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本文仅对师生“类血缘”关系进行初探式研究，尚

存在一些不足。如在核心概念的度量上，仅考虑了是否

具有师生“类血缘”关系，设置了虚拟变量，未来还可

尝试进一步考察师生“类血缘”关系的质量，优化度量

方法 ；还可以采用小样本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研究方

法丰富数据分析 ；从更多、更具体的角度考量企业代理

成本，细化现有的变量设计方法，并考虑更广泛的外部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继续深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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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CSMAR 数据库中高管“毕业院校”数据从 2008 年开始披露，

但大部分数据缺失，由本文作者整理并补齐。

② 2020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

会氛围，多举措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③ 教育部 2017 年《关于印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7 年工作要

点〉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制定印发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均指出，国家从经济上提高教师的待遇水平，高校教

师待遇保障体制日益完善。

④ 通过数据库条目和董事长简历获取的高管毕业院校数据占本文

该条数据总数的 16.4%，通过网络搜索和校友会、网络问卷、

电话调查等方式获取的数据占 51.5%，缺失比例为 32.1%。

⑤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许多院校经历了合并、拆分等过程导致更

名，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处理，本文通过网络搜索将所有涉及

到的院校名称都统一成最新名称。

⑥ 董事长毕业院校与高校独董就职院校的信息搜集结果是完全

随机的，因此该种测度误差是随机外生的，根据计量经济学

理论及相关文献，该种变量测度误差会使解释变量的系数估

计存在向零偏误，因此本文估计出的系数是师生“类血缘”关

系影响的下限，在更精确的度量方法下，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大。

Can the “Blood-lik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leviate the Agency Problem
 Li Li, Yang Yanan, Huang Hanwen
Business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define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party now or ever in the other graduate university, using hand-col-

lected and collated data from the 2008-2017 of the listed compa-

ny’s chairman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s to identify the “blood-

lik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of this 

relationship on reducing agency cos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er-student “kinship” between the chairman an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agency cost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effect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n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external 

formal systems, the effect of the “kinship”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lower marketiza-

tion indexes. In addition, after the reverse causality test based on 

the grouping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related stability tests, 

the results are still tru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 of teacher-student “blood-like relationship” as 

a separate research object, and tentatively analyzes its effect on 

agency costs, enriches related research on culture and finance. It is 

also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study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outside the field of pedagogy.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has been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been 

deepened. The study also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gov-

ernance. In the framework of agency theory, this article combine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to build the logical 

cha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trust mechanism-improve com-

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cohesion-reduc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reduce transaction costs-reduce agency costs. The em-

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basis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phenomenon of teacher-student 

complexes unde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provide “Chinese 

evidence” of emerging transition economies for similar phenomena 

that may exist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lood-like Relationship; 

Culture; Agency Cost;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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