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

公司治理

期权属性、公司治理与可转债发行

○ 肖 万  张宇彤  许 林

摘要  我国可转债发行条款同质化，尤其较低的折股

溢价、赎回强制转股，扭曲了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风险

与收益配置，动摇了资本市场对发行人的价值预期。本

文从可转债的期权属性出发，研究公司治理与可转债发

行动机之间的关系，并与可转债债务、股权属性的作用

做了对比。实证研究发现，转股稀释率与“股东—管理

层”之间的代理成本负相关，与“股东—债权人”之间

的代理成本正相关，与“大股东—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成本无关，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有利于治理投

资不足、投资过度的两难问题 ；但民营企业可转债发行

的治理动机有所不同。我国资本市场陷入了投资者积极认

购可转债，发行人不愿采用可转债，可转债治理功能难

以全面发挥的多重困境。降低可转债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优化可转债发行的转股条款和赎回条款，改革配售制度，

是发挥可转债全面治理功能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可转换债券 ；期权属性 ；委托代理 ；公司

治理 ；转股稀释率

引言

期权属性是可转换债券（C o n v e r t i b l e B o n d，简称

可转债）的重要特征和融资优势。对发行人来说，可

转债能够以较低的票面利率募集资金，而且债务利息

享有税盾效应。如果持有人选择转股，那么公司还能

免去后续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 P i l c h e r、[1]B r i g h a m、[2]

Hof f mei s t e r [3] 等认为可转债是一种“变甜”的债务融资

（Swe e t e n D e b t），即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直接股权融资可能面临高昂的发行成本和股

权稀释，公开发行股票更会引起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公

司市值下滑，损害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利益。理论上

看，可转债不仅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其转股还能实现权

益融资的目的。St e i n 认为可转债是“后门”的权益融资

（Ba ckd o or E q u i t y）。[4] 重要的是，期权属性还使可转债

成为一种良好的治理工具，有助于修正股东—管理层、

股东—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同时治理投资不足和投

资过度的两难问题，[5,6] 弥补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7]

可转债的期权属性，使可转债成为国外发达资本市

场重要的融资工具，受到上市公司青睐。然而，我国上

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存在多个“悖论”，不仅发行实践与

理论相悖，而且市场供给与需求相悖。2001 年正式推

出可转债后，一直维持每年 10 只左右的发行量。即便

2006 年 5 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2006 第 30 号）降低了可转债的发行要求，可转债的发

行量也没有增加。直到 2017 年 2 月，证监会修订再融

资规则，收紧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条件，为可转债融资提

供便利，可转债发行量才大幅上升（如图 1）。这既与上

述理论相悖，也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市场实践相左。其次，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的网上、网下中签率都极低。根据

W i n d 统计，2006 年 5 月到 2018 年 12 月，有数据的 89

个可转债发行上市样本的网下中签率是 1.55%，有数据

的 189 个样本的网上中签率是 3.05%。既然理论认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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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是良好的融资方式和治理工具，又面临这么大的投

资需求，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极少选择可转债呢？可转

债的期权属性，在我国可转债的选择与发行中到底扮演

着什么角色？本文从可转债的期权属性出发，以我国股

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为样本，检验我国

可转债期权属性对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 ；同时，与可转

债单纯的债权、股权属性进行对比，验证我国可转债是

不是“变甜”的债务融资、后门的权益融资，从而全面

揭示我国可转债选择和发行的真实动机。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第一，研究了可转债的期权属

性与可转债发行动机的关系。Maye r s、[5]I s agawa [6] 等没

有提及可转债对大股东—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影响，

本文试图揭开这一谜底，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这一代

理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第二，基于现金流模型提出了一

种全生命周期的可转债融资成本计算方法，不仅考虑了

发行时的发行费用、发行后的利息费用及赎回时的利益

补偿，还考虑到了转股时发行人支付的权益成本。第三，

利用股权分置改革后到 2018 年的可转债公开发行样本，

进一步拓展分析了可转债的债务、股权属性和可转债发

行动机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成本

高、宣告效应差，否定了成本与“后门”权益的动机 ；

并证实可转债可以缓解公司前期累积的股东与管理层、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但不能降低大股东对公

司、小股东的利益侵害，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

行的真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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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C h a k r a b o r t y 等研究发现，[8] 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的

系列假说，公司之所以使用可转债而不是直接债务融资

或股权融资，是因为可转债的期权属性能够帮助公司缓

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公司的有限责任使股东具有资产替代倾向，为此，

债权人会提高利率要求，这部分高出的利率就是股东与

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G r e e n [9] 进一步研究指出，“股

东—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实际是一种风险转移问题，

而可转债的期权性质能够抑制这种风险转移。Lewis 等 [10]

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但 G r a h a m 等、[11]D o n g 等 [12] 调查、

访谈发现，可转债发行具有后门权益融资动因，但没有

证据支持风险转移假说。

Mayer s [5] 则发现，可转债的期权性质也可缓解股东

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因为可转债的还本付息压力

能迫使管理层放弃过度投资，如果投资最终被证明是有

价值的，债权人也会转股，这为公司后续投资提供了资

金，并节省了再融资成本。G r a h a m 等、[11] I s a g a w a、[13]

B a n c e l 等、[14]B r o u n e n 等、[15]Wa n g [16] 都证明了这一点。

Ly a n d r e s 等 [17] 建立模型表明，虽然可转债的债务性质

可能导致投资不足，但期权性质会导致管理者希望尽早

转股，因而可以激励投资加速进行。A k o n o [18] 的研究也

表明，可以在发行前给予管理层更多的股权激励避免由

于可转债发行、转股导致的每股收益稀释和股价下跌。

B a n c e l 等 [14] 对西欧市场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支持

后门权益、抑制风险转移及过度投资的证据。但当

B a n c e l 等 [19] 将调查对象扩展至过去十年曾考虑过发行

可转债的公司时，只获得了支持后门权益融资的证据。

Brounen 等 [15] 对西欧市场的调查问卷也发现了后门权益

融资和抑制管理者机会主义的动因。Li 等 [20] 研究发现，

当公司存在大量未偿债务时会选择发行可转债，间接地

发现了抑制风险转移的证据。但上述实证研究均在可转

债对大股东—小股东之间代理关系影响方面有所欠缺。

国外学者对可转债发行动因的研究经历了从定性到

定量又回归定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运用了

调查研究、深度访谈和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而实证对

象从发行公告效应检验、发行人财务特征对比回归到转

股条款、赎回与修正条款研究，总体上支持了后门权益

假说、代理成本假说。此外，近期一些研究将视角从可

转债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即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可

转债发行动机。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 A 股主板上市公司很大一部

分属于国有控股公司。显然，这部分国有控股公司代理

问题的表现、特征、性质与民营企业有很大差异，要根

据不同产权性质具体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代

理动因。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代理动因不

仅有别于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而且应该更加多样、丰富。

2. 研究假设

可转债的期权性质在缓解或降低公司面临的委托

代理问题时具有成本优势，从而使得可转债在公司治理

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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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管理层之间的代理

在 G r e e n [9] 研究的基础上，M a y e r s [5] 发现可转债

的期权属性还可用于缓解现有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

问题。在公司拥有一系列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如果投资

决策的结果是毫无价值甚至是负值时，可转债需要通过

赎回将现金返还给债券持有人，这一资金压力有助于管

理者在决策时放弃过度投资。如果投资被证明是有价值

的，可转债持有人会选择转股，节省一系列短期直接债

券的发行成本。Wa n g [16] 的模型构建也表明，可转债是

管理者实物期权融资时的最优决策。

Isagawa[6,13] 认为，可转债通过参数设计可以实现下

列目标 ：当一个新项目能够增加公司价值时，经理人总

是可以通过赎回债券强制转换 ；而当这个新项目会减少

公司价值时，管理者无需通过赎回实现强制转股。这一

设计将激励管理者不能因为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投资

收益为负的项目，否则公司会面临债务兑付的资金困境。

Lya nd re s 等 [17] 发现，公司发行可转债之后会加速投资，

尽早兑现公司的未来成长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下消除公

司投资不足的问题。魏志华等 [21] 还发现，权力膨胀的

管理层可能利用关联交易从事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损害

公司或现有股东利益。

可转债的期权属性能有效治理管理层的不当行为，

降低对公司的价值损害。在我国股权集中的资本市场中，

股东尤其是大股东亲自出任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情况比较

普遍，但对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股东尤其是大股东与管

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比较突出。从市场观察和统计分析

来看，我国国有控股和民营上市公司都曾发行过可转债。

因此，本文认为在“股东—管理层”代理问题较为严重

的公司，较小的转股比例可以更多地保持可转债的债性，

维持或强化债务兑付的资金压力，以减轻管理层不当行

为对公司价值或股东利益的损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越高，可转债发行时

会设计越小的转股稀释率

（2）大股东—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S h l e i f e r 等 [22] 认为，股权集中企业的代理问题主

要表现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并称之为

“第二类代理问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代表其拥有的

控制权，但不能全部反映其享有的现金流权，因此于大

股东而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大

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存在空间和可能。[23] 现实中，大

股东通过隧道效应、关联交易、金字塔结构等途径或

方式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大股东通过控制权集中获

得的资源越多，越有可能为维护自身利益制定有利于自

己的经营、投资与融资决策。[24-27] 这虽然客观上有助于

抑制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但也牺牲或侵害了小股

东利益。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比较高，大股东

在获得基于持股比例的分红收益外，还存在着严重的关

联交易、隧道行为、盈余管理等侵害小股东或上市公司

利益的现象或行为。[28]

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与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相

比，大股东的利益侵害更为严重。因此，降低大股东的

持股比例、弱化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的持股份额和话语权

比重，是降低大股东侵害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公司价

值和利益的重要方式，这在我国股权集中的资本市场中，

更具有意义。因此本文认为，为维护公司的长期价值和

股东的整体利益，股东之间代理成本越高的公司，越有

借助可转债分散股权、降低原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倾向。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

H2 ：大股东—小股东代理成本越高，可转债发行

时会设计越大的转股稀释率

（3）“股东—债权人”之间的代理

在直接的债务融资时，债权人能够获得约定的还本

付息，债权人能够接受的风险上限是与其固定收益对等

的风险。公司的有限责任使得即使投资失败，股东承受

的损失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

可能会改变债权资金的用途，选择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

项目，资产替代问题随之产生。如果项目成功，股东仅

需支付给债权人固定的利息，独占高额的风险收益 ；如

果项目失败，股东对其高风险投资行为的代价是有限的，

但债权人却因此承担了其未能预见的风险。因而当股东

的资产替代倾向较高时，债权人为了防止股东的风险转

移行为，会提升债权资金的利率要求，这部分高出的利

率就形成了公司的代理成本。

但是，在可转债的契约关系下，当债务资金被用于

投资高风险项目时，如果项目成功，可转债持有人可通

过转股来分享应得的高收益 ；如果项目失败，那么可转

债持有人将不会转股。可转债的这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会抑制股东的资产替代和风险转移倾向。因此，G r e e n

等认为，[9] 相较于直接债务融资，可转债的期权性质能

够减轻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降低“股东—债权人”

代理问题对公司价值的影响。Ya g i 等 [29] 发现，当公司

资本收益增长率高、波动性大且资本成本低时，发行可

转债会推迟投资时机。Ta n 等 [30] 也指出，存在一个最

佳的转换比例，能够帮助消除股东资产替代而产生的效

率低下问题。因而，如果公司面临比较严重的“股东—

债权人”代理问题，那么在发行可转债时，发行人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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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股权分享。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

H3 ：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越高，可转债发行时

会设计越大的转股稀释率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本文遵照 L e w i s 等、[31,32]K r i s h n a s w a m i 等、[33] Q i u 

等 [34] 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从可转债赎回与转股出发研

究可转债期权属性对可转债发行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

转股条款是可转债的核心条款。可转债全部转股

后，股本占全部股本的比例体现了现有股东与持有人之

间的风险与收益分配，比例越高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与

原股东分享企业利益的比例就越高，原股权稀释的程度

就越大，可转债的股性特征也就越强。因此，G r e e n [9]

在 1984 年 使 用 转股 后股 权（P o s t c o n v e r s i o n E q u i t y 

O w n e r s h i p）的概念和方法，被 B r e n n a n 等 [35,36] 沿用 ；

实证研究中，L e w i s 等 [10,31,32,37,38] 一直使用转股稀释率

研究可转债发行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这一做法也得到了

Dutordoi r 等 [39] 的认同。

转股稀释率 = 全部转股新增股本 /

（发行前的总股本 + 全部转股新增股本）

考虑到每张债券的可转股数量为面值除以初始转股

价，余额部分将以现金偿付，因而全部转股新增股本按

如下方法调整 ：

全部转股新增股本 =（发行规模 / 可转债面值）

×I NT（可转债面值 / 初始转股价）

（2）解释变量

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FC F）。J e n s e n 的自由现金

流假说认为，[40] 当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者

过度投资的潜在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而，选择每股企

业自有现金流（F C F）或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作为衡量

股东—管理者之间代理成本的变量，这一做法得到了广

泛运用，本文选择了前者。

其他应收款比例（RO）。Vladimir 等 [41] 指出，大股

东的掏空行为可以分为现金流掏空、资产掏空和股权掏

空三种类型。郑国坚等、[28]K a n g 等 [42] 也发现，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等都是常见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

手段。本文参照郑志刚等、[43]L i u 等 [44] 的做法，采用总

资产调整后的其他应收款净额来度量资金占用程度，研

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程度。

财务杠杆（F L）。财务杠杆不仅体现了股东运用债

务资金获取收益的比例，也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结构，一

定程度上是股东资产替代的结果。财务杠杆越大，实现

风险收益的权益资金越少，向债权人进行风险转移的倾

向就越高。G reen、[9]K r i sh na swa m i 等  [33] 认为，债权人

预见到这一情况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报酬，因此产生较高

的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因而，企业的杠杆率越高，

企业的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就越高。企业的财务杠杆

度用息税前收益除以息税前收益与利息的差额计算。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选取遵循两大原则 ：一是基于宏观、

微观两个层次 ；二是各控制变量之间及其与解释变量之

间独立性高，或线性相关较低。

宏观层面，资本市场时机或市场行情对融资方式选

择具有重大影响，[45,46] 屈文洲等 [47] 也发现熊市和牛市

对可转债发行的股性或债性有重大影响。为此，本文控

制了一些市场行情变量。首先，选择上证综指的 2006

年 5月-2007 年 10月、2009 年 1-12月、2010 年 1月-2015

年 5 月为上行区间，2007 年 11 月 -2008 年 12 月、2015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为下行区间。可转债发行时间落

入上行区间的定义 C M =1 ；落入下行区间的定义 C M =0。

其次，本文在黎来芳等 [48] 的基础上加算了 2015-2018

年 M2 增长率（MP），即 M2 增长率 = 实际 GDP 增长率－

C P I 增长率，以其估算货币政策的宽严程度 ；据此，定

义 2006 年、2007 年、2011 年、2017 年为紧缩年，虚

拟变量 MP=1 ；其他年份为宽松年，其 MP=0。

微观层面，本文控制了股票流通性（SL）、[47] 市净率

（PB）、[49] 相对发行规模（ISSUE）、[50] 正股收益率（RBI）[51]

及股权结构（S H0）[52 ,53] 等发行人内部特征对可转债选

择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行业、发行时间虚拟变量（I N D），以控

制其效应，以证监会一级行业分类作为标准，制造业取 1，

其他行业取 0。如前所述，2017 年 1 月融资政策发生了

重大变化，因此本文 2017 年 1 月前宣告发行的取值为 0，

其后的取值为 1。

2. 回归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变量定义、预期符号如表 1 所示，构建的

模型 1-4。模型 1 检验控制变量的显著性，观察后续检

验时模型及其参数的变化。模型 2-4 检验三类代理成

本对转股稀释率的影响。

CONV=α0+ΣiαiControli+α02SH0+ε （1）

CONV=β0+β'FCF+ΣiβiControli+β''SH0+ε （2）

CONV=γ0+γ'RO+ΣiγiControli+ε （3）

CONV=δ0+δ'FL+ΣiδiControli+ε （4）
如前所述，股权结构集中企业主要表现为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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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22 ,52,54] 而股权分散的企业主要表

现为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关系。[55,56] 而我国上市公司股

权结构普遍集中，[57,58] 为了证明股权集中情况下股东与

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依然能对可转债发行产生影响，

本文在模型 2 中控制了股权结构。因为，实际控制人持

股比例（S H0）相对其他指标更能反映股权结构及其对

代理问题的影响），[59,60] 本文参照罗时空等 [53] 的做法增

其为模型 2 的控制变量。模型 1-4 的控制变量 Cont rol，

不包括股权结构 SH0。
表1  变量定义及预期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
代码

变量定义
预期
符号

被解释
变量

转股稀释率 CONV
转股新增股本除以全部转股后
总股本

/

解释
变量

股东—管理层
之间的代理

每股企业自由
现金流量

FCF
（税后经营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营
运资本增加 - 资本支出）÷总股本

-

大股东—小股
东之间的代理

其他应收款比
例

RO
发行时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
重，本文以其最大值标准化

+

股东—债权人
之间的代理

财务杠杆 FL
息税前收益÷（息税前收益 - 利
息），本文以其最大值标准化

+

控制
变量

市场行情
资本市场行情 CM

股市上升期为 1，下行期为 0。以
发行公告前一个月所在时间界定

货币政策松紧 MP 发行当年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

公司特征

市净率 PB
发行前一日股价÷上一年每股
净资产

相对发行规模 ISSUE 可转债发行规模÷总资产

正股收益率 RBI 发行上一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

股票流动性 SL
发行时流通股股数占全部股本
的比例

产权性质 PN 国有控股企业 =1，民营企业 =0

股权结构 SH0 实控人控制比例

行业控制 IND
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制造业 =1，
其他行业 =0

时间控制 YEAR 2017 年前 =0，2017 年及其后 =1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06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

国发行可转债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 191 家。

再剔除金融行业、ST 类及数据不全、无经济意义的样本，

共计 15 家，最终得到 176 个样本。

样本的行业分布如表 2 所示，来自制造业的样本共

109 家，占样本总量的 61.93%，其余分布在交通、信

息技术、能源供应、商业服务、建筑、地产、农业等 11

个一类行业中。样本的财务数据和交易数据主要来自

Wind 数据库，部分数据与公司报告也做了核对。

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以发行时现存股本为基

础计算，转股稀释率平均为 9.42%，最大值为 30.95%，

最小值为 1.18%，标准差为 5.27%。可见，我国上市公

司可转债转股稀释率存在较大差异。当然，在美国资本

市场，转股稀释率均值是 17%，中位数是 14%，最高的

接近 100%。[32]

表2  样本行业分布
行业 发行数量 行业 发行数量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

采矿业 4 纺织业 4

建筑业 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

房地产业 4 农、林、牧、渔业 5

制造业 109 批发和零售业 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5

注 ：行业分类标准为证监会行业一级分类

表3  全样本全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N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转股稀释率 CONV 176 0.0942 0.0527 0.0118 0.3095

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CF 176 -0.1022 0.9799 -3.6521 2.5593

其他应收账款比例 RO 176 0.1347 0.1776 0.0013 1.0000

财务杠杆 FL 176 0.5670 0.0758 0.4765 1.0000

在职消费 MF 176 0.0854 0.0716 0.0035 0.4599

关联交易水平 CT 176 0.2206 0.2132 0.0010 0.8232

公司年龄 AGE 176 16.56 5.656 4 38

股权结构 SH0 176 0.4627 0.1538 0.1387 0.8260

资本市场行情 CM 176 0.35 0.477 0 1

货币政策松紧 MP 176 0.35 0.479 0 1

市净率 PB 176 3.6504 2.3906 0.8032 15.7847

相对发行规模 ISSUE 176 0.1680 0.0754 0.0233 0.3153

正股收益率 RBI 176 0.1214 0.0959 -0.1415 0.6042

股票流通性 SL 176 0.6296 0.2966 0.0668 1.0000

行业 IND 176 0.67 0.471 0 1

产权性质 PN 176 0.38 0.487 0 1

年份 YEAR 176 0.55 0.499 0 1

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F C F）的均值为 -0.102，最

大值 2.559 元，最小值 -3.652 元，标准差为 0.980，表

明发行人普遍存在资金缺口。财务杠杆和其他应收款比

例，因为数值较小，本文令最大值等于 1，取各值与最

大值的比率。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S H0）来看，其

均值是 0.463，标准差是 0.154，足见样本公司存在高

度的股权集中，也验证了模型 2 增加 S H0 作为控制变

量的重大意义。

3. 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检验了各模型解释变量的全变量相关系数和方

差膨胀系数（Va r ia nce I n f la t ion Fac tor，V I F），发现各

自变量线性相关性极低 ；因篇幅所限，不再列明。

表 4 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 1 为包含 SH0 在

内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控制变量中相对发行规模

（ISSUE）、市净率（PB）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控

制变量的解释能力并不显著。后续回归分析中，这些控

制变量的显著性、符号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为假设

检验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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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每股企业自由
现金流量

FCF
-0.0105
(0.001)

其他应收款比例 RO
-0.0109
(0.586)

财务杠杆 FL
0.1132
(0.012)

股权结构 SH0
-0.0122
(0.563)

-0.0092
(0.655)

资本市场行情 CM
0.0144
(0.194)

0.0114
(0.289)

0.0135
(0.231)

0.0158
(0.145)

货币政策松紧 MP
-0.0065
(0.338)

-0.0058
(0.382)

-0.0065
(0.340)

-0.0067
(0.314)

市净率 PB
-0.0123
(0.000)

-0.0123
(0.000)

-0.0123
(0.000)

-0.0120
(0.000)

相对发行规模 ISSUE
0.1216
(0.007)

0.1167
(0.008)

0.1229
(0.006)

0.1543
(0.001)

正股收益率 RBI
0.0083
(0.821)

0.0097
(0.786)

0.0094 
(0.798)

0.0204
(0.574)

股票流通性 SL
-0.0071
(0.533)

-0.0054
(0.622)

-0.0068
(0.552)

-0.0082
(0.463)

行业 IND
-0.0022
(0.766）

-0.0005
(0.947)

-0.0035
(0.650)

-0.0009
(0.900)

产权性质 PN
0.0122
(0.136)

0.0135
(0.090)

0.0114
(0.173)

0.0146
(0.0720

年份 YEAR
0.0102
(0.350)

0.0084
(0.426)

0.0093
(0.397

0.0123
(0.252)

常量 Cont
0.1164

（0.000）
0.1129
(0.000)

0.1135
(0.000)

0.0357
(0.288)

Adj R2 0.35 0.39 0.35 0.37

在用模型 2 对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的检验中，

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F C F）的回归系数为 -0.0105，与

转股稀释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 1。

模型 2 对股权结构做了控制，假设 1 的成立还表明，尽

管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很高，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

代理关系比较弱，但股东—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与

可转债发行关系密切。这表明，管理层机会主义的倾向

越大，公司倾向于发行转股稀释率越低的可转债，现有

股东可以保持可转债对管理者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并

激励其提升公司业绩促进可转债持有人积极转股。这和

Isagawa、[13]Wang[16] 和魏志华等 [21] 的研究结论一致。

运用模型 3 对大股东—小股东代理问题的检验，

其他应收款比例（RO）的系数是 -0.0109，而且 p 值是

0.586，否定了假设 2。这也许是 Mayers、[5]Isagawa[6] 等

研究没有提及这类代理问题对可转债发行影响的原因。

本文认为，可转债如果全部转股则稀释了原所有股东的

股权，大股东和小股东受到的影响同步 ；尤其是在我国

当前可转债优先向原股东配售的情况下，原大股东所受

到的挑战更小。描述性统计也显示，样本平均的实际控

制人持股比例（SH0）为 46.27%，而转股稀释率（CONV）

平均为 9.42%，表明虽然可转债发行稀释了股权，但大

股东依然能维护其公司控制权。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可

转债的发行没能抑制大股东对公司、小股东的利益侵害。

大股东控制限制了企业融资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而大股

东自律性不强、公司治理自觉性不足，加大了公司规范

治理的难度，不仅损害公司的长期价值，也会损害股东

的整体利益。为此，我国应改革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制

度，降低对原股东的配售比例，使大股东受到更大的股

权稀释压力。

模型 4 检验股东—债权人代理问题的影响时发现，

财务杠杆（F L）在 5% 的水平上对转股稀释度产生了显

著正影响，也验证了假设 3。可见，可转债发行人的财

务杠杆越大，股东冒险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此时，外

部投资者或潜在债权人要求的收益就越高，股东与债权

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就越大。通过设计较高转股稀释率

的可转债，提升了可转债持有人分享风险收益的比例，

降低了股东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倾向。

综上所述，假设 1 和假设 3 均得到支持，表明发行

人有意识通过可转债设计缓解融资行为引发的部分代

理问题，缓解代理问题是我国可转债发行的重要动因。

四、稳健性检验

1. 变量替代检验

股东—管理层代理问题除了表现为过度投资外，在职

消费水平（M F）也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借鉴罗劲博 [61] 的

做法，将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以

营业收入进行标准化，作为衡量管理者在职消费水平

的代理变量。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都是常见的大股

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手段。[27,28,62] 因此本文也采用关联

交易水平（C T），即关联交易总额除以总资产，作为度

量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变量。L e w i s 等 [31,32,37,38] 持

风险转移的观点，预测成长期的公司有很多高风险的

投资机会，因而具有较高的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

Chakrabor ty 等 [8] 也认为，可转债发行时公司成立的时间

体现了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或生命周期，成立时间越长

公司越成熟稳定。因而，综合并借鉴 C h a k r a b o r t y 等、[8]

L e w i s 等 [31,32,37,38] 的观点和做法，本研究选择公司年龄

（AG E）作为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的另一替代变量。

相关替代变量的含义等见表 5。

按照前述假设检验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本文得到表

6，可见稳健性检验支持了原假设 1 和 3，拒绝了假设 2，

和基本检验结论一致。

2. 所有权性质差异的影响

企业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其代理问题

产生背景、表现形式和治理影响都是不同的，[63] 因此，

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会不会影响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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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主板上市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在本文的

176 个样本中国有控股公司 68 个，占比 38.64%，见表 7。

因此，有必要继续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识别不同所有

权性质下代理问题对公司可转债发行的影响。

表5  稳健性检验之替代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
代码

变量定义
预期
符号

被解释
变量

转股稀释率 CONV
转股新增股本除以全部转股后

总股本
/

替代的
解释变
量

股东—管理层
之间的代理

在职消费 MF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流量÷营业总收入
-

大股东—小股
东之间的代理

关联交易水平 CT 关联交易规模÷总资产 +

股东—债权人
之间的代理

公司年龄 AGE 截至发行时公司成立年限 +

表6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在职消费 MF
-0.1476
(0.002)

　 　

关联交易水平 CT 　
0.0019
(0.902)

　

公司年龄 AGE 　 　
0.0017
(0.008)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SH0
-0.0109
(0.597)

资本市场行情 CM
0.0145
(0.179)

0.0148
(0.183)

0.0198
(0.072)

货币政策松紧 MP
-0.0085
(0.203)

-0.0068
(0.331)

-0.0035
(0.610)

市净率 PB
-0.0119
(0.000)

-0.0124
(0.000)

-0.0125
(0.000)

相对发行规模 ISSUE
0.1684
(0.000)

0.1242
(0.006)

0.1339
(0.003)

正股收益率 RBI
0.0162
(0.654)

0.0105
(0.776)

0.0139
(0.699)

股票流通性 SL
-0.0068
(0.539)

-0.0073
(0.516)

-0.0138
(0.224)

行业 IND
-0.0002
(0.975)

-0.0022
(0.760)

-0.0011
(0.874)

产权性质 PN
0.0117
(0.142)

0.0124
(0.130)

0.0133
(0.097)

年份 YEAR
0.0110
(0.298)

0.0105
(0.342)

0.0068
(0.527)

常量 Cont
0.0916
(0.000)

0.1097
(0.000)

0.0807
(0.000)

Adj R2 0.38 0.35 0.37

本文按照 2006 年 7 月 -2018 年底全样本检验同样

的方法和程序，包括稳健性检验，得到表 8。因为篇幅

所限，没有列出自变量共线性检验、控制变量回归检验、

稳健性检验等结果。

从表 8 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不论是国有控股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假设 2 依然没有获得支持，假设 1 获得

验证 ；但民营企业并不支持假设 3。由表 8 可见，对国

有控股企业来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对可

转债发行有显著影响。从描述性统计来看，国有控股企

业转股稀释率均值为 11.29%，民营企业是 8.27%，而

国有控股企业财务杠杆（F L）的均值大于民营企业。缪

毅等、[64] 姜付秀等 [65] 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有过度

投资的倾向。因此，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替代或风险转

移的可能性更大，对债权人和公司的危害更大，治理投

资过度的紧迫性也更高。也就是说，对国有控股企业

来说，财务杠杆越大，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越

高，企业越需要发行更多的可转债，转股稀释率也就越

高。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3。但是，民营企业每股企业

自由现金流（FCF）均值是 -0.1196，小于国有控股企业

的 -0.0832，其变动性也更小。因此，本文认为对民营

企业来讲，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问题更紧迫，当企业现

金流量不足时，会加大股权融资包括可转债融资的力度，

以此激励管理层加大投资，所以对民营企业而言，假设

1 得到了验证，而假设 3 没有。

本文按照全样本稳健性检验的变量、方法和程序进

行了稳健性检验，并获得基本一致的结果和结论。

表8  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的检验
国有控股 民营企业

描
述
统
计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CONV 0.1129 0.0620 0.0232 0.3095 0.0827 0.0425 0.0118 0.2504

FCF -0.0832 1.0509 -3.6521 2.5593 -0.1196 0.9383 -3.2191 2.5305

RO 0.0989 0.1155 0.0028 0.6581 0.1567 0.2042 0.0013 1.0000

FL 0.5692 0.0742 0.4908 0.8163 0.5656 0.0771 0.4765 1.0000

回
归
分
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FCF -
-0.0144
(0.017)

-
-0.0090
(0.011)

RO -
-0.0088
(0.879)

-
-0.0046
(0.801)

FL -
0.2092
(0.015)

-
0.0438
(0.344)

3. 融资政策变动的影响

图 1 和表 8 表明，2017 年后可转债发行的案例突

然大幅度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2017 年 2 月 17 日，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进行修

订，发布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

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这两大政策大大抑制了定向增

发需求，收缩了再融资时间间隔，但可转债不受新规约

束。新规定发布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急剧减少，而可

转债发行大大增加。融资渠道的收窄会不会改变上市公

司可转债发行的动机，从而影响前述结论的稳健性呢？

为此，本文对 2017 年新规定前后的样本作了对比研究。

表7  样本的发行时间、控股权所有制性质统计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国有控股 7 8 4 4 4 7 5 3 4 3 3 5 10 67

民营企业 1 1 1 2 2 2 0 3 8 2 6 32 40 109

合计 8 9 5 6 6 9 5 6 12 5 9 37 5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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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显示，和全样本比较，无论是 2017 年 2 月前

还是 2017 年 2 月后，假设 2 都不能获得支持，假设 1

获得了验证。对于假设 3，2017 年 2 月前后样本的检验

存在差异，而 2017 年 2 月后样本的检验否定了假设 3。

稳健性检验也获得基本一致的结论。

表9  融资政策变动对动机影响的检验
2017年2月前 2017年2月后

统
计
描
述

均值 标准差极小值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极小值极大值

CONV 0.1052 0.0591 0.0185 0.3095 0.0850 0.0449 0.0118 0.2504

FCF -0.1108 0.9935 -3.6521 2.5593 -0.1015 0.9736 -3.2191 2.5305

RO 0.1273 0.1618 0.0013 0.8683 0.1409 0.1905 0.0022 1.0000

FL 0.5754 0.0797 0.4908 0.8163 0.5599 0.0722 0.4765 1.0000

回
归
分
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FCF -
-0.0158
(0.005)

-
-0.0065
(0.095)

RO -
-0.0280
(0.643)

-
-0.0058
(0.783)

FL -
0.1427
(0.050)

-
0.0457
(0.407)

注 ：2017 年 2 月，指 2017 年 2 月15 日融资新规发布日。但是，2017 年 1 月1日 -2 月15 日，没
有上市公司宣告或发行可转债。所以，以 2017 年 2 月或 2 月 15 日作为划分界限等同于 2017 年 1
月 1日

表 7 显示，2017 年 2 月前的 80 个发行样本中，国

有控股企业 52 个，占比 65% ；而 2017 年 2 月后 96 个发

行样本中，民营企业 82 个，占比 85.42%。也就是说，国

有控股企业受新规定影响不大，保持了一贯的发行节奏；

而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很大，受制于融资渠道收窄而不

得不转向成本高昂的可转债融资。因此，比较表 8 和表 9

可以发现，2017 年 2 月新规定对可转债发行动因影响的

检验结果正好与上述基于所有权性质的检验结果一致。

五、债权、股权属性 ：期权属性重要性的比

较研究

1. 基于债权属性的成本动机

（1）变“甜”的债务融资：理论研究

P i lche r、[1]B r ig h a m、[2]Hof f me i s t e r [3] 认为，可转债

利率比普通债券低得多，而持有人转股又使公司免去了

还本付息的压力，即使持有人没有转股，公司也可以享

受低利息和税盾的好处，因此可转债是变“甜”的债

务融资。B r i g h a m [2] 认为，转股价格一般较发行时市场

价格有 10%-30% 的溢价，相当于公司“溢价”发行了

新股。但 B r e n n a n 等 [66] 指出了上述理解的误区 ：首先，

投资者接受低利率是因为股票期权的存在，但理性的管

理者肯定不认为票面利率就是可转债的全部成本。其

次，溢价发行是在可转债发行时观察的，如果从动态角

度看，是否存在溢价应与转股时的股票市价比较。尽管

Brennan 等 [66] 提出了上述两大缺陷，但并未进一步探讨

可转债的融资成本计算问题。C o p e l a n d 等 [67] 将可转债

的资本成本定义为债权部分与期权部分之和，对期权部

分的成本采用 Bl a c k-S c h o l e s 模型确定。但这一做法忽

略了债权与期权之间存在的互动及可转债一系列附加条

款的影响。

我国学者不断研究其成本的计算方法，但对附加

条款关注较少。例如，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股价的理性

预期和适当的证券设计使“可转”债成为“必转”债 ；

而多数研究发现，发行人赎回公告发出后，正股价格会

下跌，势必降低了可转债的成本。因而，对于如何衡量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融资成本，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可转债变“甜”的债务融资的检验。

（2）全生命周期融资成本 ：一个现金流模型

本文在 Copeland 等 [67] 的基础上，站在可转债整个

生命周期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计算模型全面衡量可转

债的融资成本。可转债整个生命周期内，发行人的代价

主要包括发行费用、存续期间的利息费用、赎回时支付

的赎回补偿及转股时发行人支付的权益四部分。

发行费用。定义可转债的发行费率为 F，发行规模

为 G，则发行费用为 G×F，募集资金净额为 G（1-F）。

利息支出。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可转债整

个生命周期内，发行人的利息支出在发行时点的现值为：

 （5）
其中，G 为发行规模，r p , t 为 t 时的票面利率， N 为

存续期内的付息次数，Ta x 为发行人的所得税率，以发

行人前一年的实际所得税率计算，r 为折现率。z(t) 为转

股的概率密度函数；当然，可转债的转股并不是连续的，

所以，这里的密度函数实为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

利息补偿。我国的可转债均为平价发行，票面价值

为 100 元，发行 6 个月后投资者可以随时转股，到期或

赎回时发行人以“面值 + 当期应计利息”或“面值 + 当

期应计利息 + 利息补偿”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因此，对于可转债到期或赎回时未转股的部分，发行人

需支付利息补偿的现值为：

 （6）
其中，C 为每张可转债到期或赎回时的利息补偿。

最为重要的，就是期权属性体现出的权益成本。假

设可转债在 t 时刻转股，转股时的转股价格为 p c , t，转股

时的股票市场价格 S t 为发行人付出的股权实时价值。那

么，可转债发行人在整个转股期内付出的股权的现值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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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或赎回时需偿付的本金为：

 （8）
发行可转债产生的未来支出之和与可转债发行所获

得的筹资净额相等时的折现率，即内部收益率（Inter nal 

Rate of Retu r n），就是发行人的融资成本，即

O1+O2+O3+O4=G(1-F) （9）

将式（5）、（6）、（7）、（8）代入（9）可得 ：

 （10）
由式（10）求出的现金流折现率 r，即为发行人的

融资成本。可见，除发行费用外，发行条款和正股的未

来价格决定了可转债的融资成本。这就要求可转债发行

时在可转债投资者利益、公司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之间

进行权衡，寻找最优均衡点。

（3）我国可转债的融资成本

本文选择 2006 年 7 月后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发行并

在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或赎回并

退市的可转债作为样本，剔除金融行业后得到 69 个样

本，除澄星转债（110078. S H）等 5 只债券为到期以普

通公司债形式赎回外，其余 64 只均为触发提前赎回条

款而强制转股的可转债。

由于目前只有上交所公布了可转债每日的转股情况，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假设转股均在发行人公告赎

回的次日一次完成。事实上，在 64 只强制转股的可转

债中，触发提前赎回条款当天的余额平均为 67.51%，最

终 99.1% 的可转债都完成转股，表明大多数可转债均在

赎回公告发布后“被迫”转股，持有人自愿转股的比例

并不高。我国可转债的付息频率为 1 年 1 次，只有在付

息日前的登记日持有可转债才可取得当年利息，即在付

息日前转股的可转债，发行人不再支付利息。据此对式

（10）进行如下变换，得到 ：

 （11）
由于样本债券均采用累进利率，r p, i 表示第 i 年的利

率。分红派息、特别向下修正条款会导致转股价相应调

整，因此采用赎回公告当时的转股价格 p c ,T。α为最终

的赎回比例，β为最终的转股相对数量。

根据式（11）计算可转债融资成本，其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10  可转债融资成本统计

退市方式 数量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值

强制转股 64 664.72% 8.35% 31.04% 74.02%

到期兑付 5 3.38% 0.80% 1.96% 1.87%

64 只强制转股的可转债中，通鼎转债（128007.

S Z）的融资成本最高，达到 664.72%，主要是因为其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由 17.35下调至 5.75，而正股

价格表现异常，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可转债融资成本。排

除通鼎转债的特殊情况，融资成本最高的是韶钢转债

（125717. S Z），337.57%，最低的为石化转债（110015.

SH），8.35% ；平均值为 74.02%，中位数为 31.04%。

而在 5 只到期兑付的可转债中，融资成本最低为

0.80%，最高为 3.38%，均值为 1.87%。虽然到期组的

样本量较小，代表性有限，但其最大值也小于强制转股

组的最小值，表明真正变“甜”的债务融资是持有至到

期而不转股的可转债。

上述研究表明，赎回强制转股的可转债其融资成

本平均为 74.02%，至少一半的可转债其融资成本高于

31.04%，我国可转债的实际融资成本之高，应该是可

转债大受市场追捧但上市公司并不青睐可转债的主要原

因。虽然可转债票面利率比普通公司债、企业债等低，

但由于需要支付股权作为赎回对价，且赎回条款多设置

了正股价格 130% 触发价，因而上市公司使用可转债融

资的实际成本非常高。D o n g 等 [12] 的研究表明，发行人

在选择可转债时已十分清楚可转债的真实成本了。祝继

高等 [68] 也发现，成本并非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动因。

可见，我国可转债并不是廉价的、变“甜”的债务融资。

2. 基于股权属性的“后门”权益假说

（1）“后门”权益假说

S t e i n [4] 提出了可转债后门权益融资的假说，认为

企业发行带有赎回条款的可转债，目的是为了实现权益

融资。但是，直接使用权益融资会被市场理解为“坏消

息”导致公司股票被低估，而可转债能够将权益发行推

迟至公司业绩真正实现之时，从而避免公开发行股票由

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公司通过发行可

转债实现了没有逆向选择成本的权益融资，这是“后门”

权益融资假说的核心观点。

L e w i s 等 [10] 针对发行人特征的研究发现，直接权

益融资的发行人比可转债发行人更有可能出现逆向选择

问题，与“后门”权益假说的预测相符。G r a h a m 等、[11]

Ba ncel 等、[14,19]Brou ne n 等 [15] 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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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查对象多是可转债发行人的首席执行官或财务负

责人，调查范围既有美国也有西欧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

研究结论都支持了“后门”权益融资假说。

“后门”权益假说认为，与普通股融资相比，通过可

转债融资能够避免直接发行股票产生的股价下跌。那么，

“后门”权益是不是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因呢？ 

（2）我国可转债“后门权益”的检验

尽管事件研究法（Event St udy）存在争议，但无疑

是研究事件市场反应的最有效方法。本文采用市场模型

计算个股预期收益率，选择沪深 300 指数作为市场指数，

选用事件期前 190 个交易日为α、β的估值区间，即选

择 [-200，-10] 日发行公司正股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

的线性关系估计市场模型中的α、β值。

本文选择 2006 年 7 月 -2018 年 12 月董事会的可转

债预案公告为研究对象，共得到 278 个可转债发行预案。

考虑事件估计期股价信息的可得性，剔除公告时上市时

间不满 1 年的预案 18 个 ；其次，为减少事件噪音，剔除

事件研究期内有其他重大事件发生（如资产重组、公布

季报年报、利润分配方案、其他再融资预案等）以及 ST

公司的样本，共剔除 149 个，最终得到 111 个清洁样本。

为比较可转债和公开增发的预案公告效应，本文选取同

一时间区间内董事会预告公开增发的清洁样本，共 48 个。

表 11 和图 2 是可转债样本在事件期内的平均超常

收益（Ave r a ge Ab n or m a l Re t u r n，A A R）、累积超常收

益（Cu mulat ive Abnor mal Ret u r n，CA R）。以董事会预

案公告日为事件日，-4 日、-3 日、-2 日在 10%、5% 的

显著水平上出现了负的超常收益（A A R），事件日当天出

现显著水平为 5% 的负超常收益（A A R）。整个 [-10,10]

事件期，累积超常收益（C A R）达到了-4.158。公开增

发事件日当天的超常收益（A A R）不显著，在 -1 日存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AAR），2 日出现了 5%

水平上显著为负的超常收益（A A R）。整个 [-10,10] 事

件期，累积超常收益（CAR）达到了-3.604。

从图 2 看，在整个事件期内，可转债 C A R 呈明显

的、一贯的向下走势，与 K a n g 等 [69] 对日本市场的检验

结果相反。而公开增发的 CAR 在 [-10,2] 区间有所反复，

3 日后一直呈现下跌态势。重要的是，从 -6 日开始可转

债 CAR 一直处公开增发 CAR 的下方。

可见，可转债与公开增发相比，不仅宣告效应是负

的，而且负效应要大于同期公开增发股票的事件效应。

这一对比分析表明，可转债发行预案宣告后，发行人正

股价格下跌的幅度更大，资本市场对可转债发行人的未

来更不看好，即企业选择可转债融资依然存在逆向选择

成本，发行可转债不能实现“后门”权益融资的目的。因而，

“后门”权益融资并非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因。

表11  [-10,10]日平均超常收益（AAR）、累积超常收益（CAR）
对比表

事件日
可转债 公开增发

事件日
可转债 公开增发

AAR CAR AAR CAR AAR CAR AAR CAR

-10 0.013 -0.013 -0.916 -0.916 1 -0.476 -3.028 -0.479 -0.809

-9 -0.027 -0.014 0.292 -0.624 2 -0.134 -3.162 -0.860** -1.669

-8 -0.372 -0.386 -0.006** -0.63 3 -0.316 -3.478 0.729 -0.94

-7 -0.128 -0.514 -0.327 -0.957 4 -0.081 -3.559 -0.933* -1.873

-6 -0.144 -0.658 0.322 -0.635 5 -0.189 -3.748 -0.076 -1.949

-5 -0.175 -0.833 0.359 -0.276 6 -0.236 -3.984 -0.172 -2.121

-4 -0.182* -1.015 -0.093 -0.369 7 0.232* -3.752 0.052 -2.069

-3 -0.329** -1.344 -0.383 -0.752 8 -0.138 -3.89 -0.424 -2.493

-2 -0.239* -1.583 -0.154 -0.906 9 -0.275 -4.165 -0.710* -3.203

-1 -0.037 -1.62 0.899* -0.007 10 0.007 -4.158 -0.401 -3.604

0 -0.932** -2.552 -0.323 -0.33 —— ——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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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1. 可转债发行具有不完全的公司治理功能

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意在缓解股东

与管理层、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两类代理问题，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已经意识到可转债的期权属性能修正股东

向债权人转移风险的倾向，抑制过度投资，也能激励管

理层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加大加快投资。这正好验

证了 Myers、[5]I sagawa 等 [6] 的观点，即可转债发行可以

解决投资不足、投资过度的两难问题。只是我国民营企

业代理问题的根源、表现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其可转债

发行的动机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治理投资过

度，降低股东向债权人转移风险的代理问题 ；而民营企

业意在治理投资不足，激励管理层加大投资，降低股东

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实证研究没有发现可

转债发行有降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动机。

因此，如何约束大股东的行为，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依然是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重大治理难题。

2. 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不足

首先，基于债务属性的研究发现，虽然可转债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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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票面利率，但其后续转股付出的股权成本是不可忽

视的。我国可转债不仅设计了较低的转股溢价，还设计了

有条件赎回条款，使通过触发赎回条款实现强制转股成

为“必然”。这意味着，可转债发行时已经预见了未来将

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股，[12] 由此提高了可转债的融资成

本。这种较低的转股溢价虽然增强了可转债对投资者的

吸引力，却使公司、原股东受到较大损失，抑制了可转

债发行的积极性，不利于可转债的广泛运用和公司治理

功能的发挥。2017 年 2 月融资政策收紧后，民营企业可

转债大幅增加而国有控股企业维持原有发行节奏，这一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基于股权属性的实证结果发现，

可转债的发行条款扭曲了发行人与可转债投资者之间的

风险与收益配置，动摇了市场对发行人的价值预期。这

种扭曲的最好印证就是，每次可转债发行都引来市场积

极认购，但公司却极少选择可转债。于是，市场将可转

债发行解读为与公开增发相同甚至更甚的“坏消息”，使

公司无法通过“后门”实现低逆向选择成本的权益融资。

3. 可转债发行的几点政策建议

（1）优化我国可转债的转股定价基准或转股条款，

降低可转债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选择可转债

的积极性，为可转债公司治理功能的全面发挥奠定基础。

（2）改革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的发行配售制度，减少对

原股东的配售比例，使大股东的地位和话语权受到更大

挑战，从而约束大股东的行为，减少大股东对公司利益

的侵害。（3）根据上市公司的风险特征针对性、差异化

设计赎回条款，降低市场对强制或半强制转股的预期，

并使可转债与公司未来业绩、正股特征相匹配，均衡发

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分配，减少发行人的逆向选择

成本，切实发挥可转债的公司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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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nvertible Bonds Issu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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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nvertible bonds are issued by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premium of converting bonds into common stocks is 

relatively small. Moreover, the redemption of convertible bonds by 

issuers will force the holders of convertible bonds to convert convert-

ible bonds into stocks.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se practices in the 

China’s capital market is more serious, so the convertible bond issu-

ance terms of listed companies distort the allocation of risk or income 

between the issuers and the investors, and shake the capital market's 

value expectations of issu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ssuing motivation of convert-

ible bo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tion attribute of convertible 

bonds, and makes comparisons with the other two functions of the 

debt and equity attribute of convertible bonds. This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dilution ratio of the convertible bonds is negatively re-

lated to the agency cost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pos-

itively related to the agency cost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but irrelevant to the agency cost between large shareholders and small 

shareholders. This conclusion proves that the issuance of convertible 

bonds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s conducive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and excessive investme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the governance 

motivation of convertible bond issu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different. China s̀ capital market has formed multiple dilemmas, that 

is, investors are actively subscribing for convertible bonds, issuers 

are unwilling to use convertible bond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play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onvertible bonds.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reducing the cost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convertible 

bonds, optimizing the terms of conversion and redemption of con-

vertible bonds, and reform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convertible 

bonds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

prehensiv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onvertible bonds.

Key Words  Convertible Bonds; Option; Agency; Corporate Gover-

nance; Conversion Dilu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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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needs to be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needs to create a fair market envi-

ronment for competition between companies. China has recently 

implemented the heavy-handed anti-corruption policy. Whether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help to restore the market order and pro-

mote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a question which is worthy of detailed 

study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In this paper, 

externality is included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anti-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o study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 of taking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cor-

rup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Meanwhile, based on a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we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corruption cases on the 

firms in the same city by designing the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handed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n we fi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and output of inno-

va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panie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cases 

can significantly boost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other companies 

in the same region.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nti-corruption can be 

more powerful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the companies affected are 

n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mpanies involved are no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officials involved are local officials, and 

many of them are involved. The reason why anti-corruption efforts 

can reshape the fair competition and work as the institutional divi-

dends is to ea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other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nd increase incentives for them 

to innovate more.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ar from being a 

drag on growth, anti-corruption has reshaped the competitive land-

scape and created "positive externalitie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rule of law society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one move, taking 

measures including that punishing corruption, promoting integrity, 

strengthening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and "putting power in a 

cage" could be a second-best choice for now.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Innovation; Positive Externalities; Fi-

nancing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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