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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企在“振兴东北”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肖 菁

吴邦华

陈佳豪

湖北 武汉 430205）
（湖北经济学院，
【摘要】东北三省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大省，
大量国有企业曾经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功勋卓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产业
结构也随着社会需求的改变和发生变化，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老工业不仅不能继续为东北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反
而在产能、
资源消耗、
成本控制等方面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成为了“振兴东北”
的必行之路。基于此，本文以东北地区有国企
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根据结果提出合理建议，以期为早日
实现“振兴东北”
的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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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原有国企的基础上，对国有产权进行重
组或通过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形式实现与其他资本的融合，目的在于
逐步降低政府对国资企业的行政监督和干预，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的
引导能力，
优化国家资源的配置，
提高社会资本的运营效率，
强化国有
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本文也以此为研究对象，
主要利用回归分
析法对东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进行分析，即分析东北地区有国
企背景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

二、控股股东股权性质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分析
（一）研究假设
近年来，
如何振兴东北经济一直备受地方及中央政府关注的问
题，
学术界的学者普遍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东北经济的
发展。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 1：在控股股东为国有法人的上市公司中，国有法人持股比例
越高，
公司业绩越差，
即国有股权比例与公司业绩成反比。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1.变量的选择与界定。本研究研究变量如表 2. 1 所示：
表 2.1 控股股东背景与企业相关性分析模型变量

2.模型设计。根据前文假设，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由于净利润、
总资产、投资收益的数值较大，为了降低模型数据
的异方差性，
消除量纲影响，减少多重共线性，对这三个指标数值进
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同时，考虑到净利润、投资收益这两个指标中数
值带有负数，
因此，
将这两个指标数据进行“加上最小负数的的绝对
值，
再加 1，
再取对数”
的方式处理。
3.样本与数据的选择。东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对
象主要以东北地区带有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主，因此选择辽宁
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的有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筛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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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下：
①带有 ST 及 *ST 的；
②财务数据不全的。本研究所用的软
件包括 SPSS 19. 0 和 EXCEL，由于 2016 年上市公司财务年报尚
未披露，所有数据截取时间为 2011- 2015 年年末财务年报数据，其
中，
2011 年 12 组，
2012 年 13 组，
2013 年 13 组，
2014 年 14 组，
2015
年 14 组，共 66 组数据，这里面主要有沈阳机床、吉林化纤、大冷股
份、
东北制药、
长春高新、惠天热电、沈阳化工、中兴商业、锌业股份、
本钢板材等，在这之中，东北制药、长春高新、沈阳化工、锌业股份、
本钢板材更是国企改革的试点企业，本文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
安数据库、
巨潮资讯以及新浪财经等。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1.实证检验。
（1）样本描述性统计。根据前文所建立的变量模型，
东北带有国
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2 所示：
表 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2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国有法人控股的企业虽然营业收
入、
总资产的规模均较大，但净利润和投资收益等方面，有比较明显
的两极化趋势，
表面东北地区有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
在较大的差距。
（2）回归分析。利用 EXCEL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处理，
然
后导入 SPSS 19. 0 软件，选择线性回归分析后，输出表格如表 2. 3
和表 2. 4 所示：
—模型汇总 b
表 2.3 回归分析输出表——

从表 2. 3 可以看出，本文研究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调整 R 方
达到了 0. 521，
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高，
模型比较完善。而 DW 检
验的结果为 1. 852，
接近 2，
表明本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况。

—系数 a
2.4 回归分析输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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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三、结论与建议

从表 2. 5 可以看出，
本模型的 VIF 值均低于 5，
表明本模型中各指
标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在 T 值检验方面，
净资产收益
率与净利润均分别在 0. 01、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接受原假
设，
且系数为负，
表明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其他变量方面，
公司规模与控
股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表面总资产规模越大的国有企业，
其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度比较缓慢，
引入其他资本的效率和规模相对较低；
投资收益则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越高，
对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
可能存在听不进其他股东建议而导致
投资效率降低的情况；基本每股收益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
系，
这与企业收益情况相反，
依照常理而言，
企业收益状况与基本每股收
益情况保持一致，
但此处却呈现出相反的状况，
表明东北地区国有企业
的股票价值变动可能存在一定的场外因素的影响，如股民对国企信任
程度较高，
愿意购买有国资背景上市公司的股票等。
（3）分析结论。通过以上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①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净利
润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绩效越
低。东北地区国有法人上市公司应当适当引入外部资本，适当降低
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权力，
让企业逐步回归于市场、
②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即东
北地区规模越大的国企，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也越高的公
司。说明东北地区部分国有企业的混合制改革进度较缓，部分地方
政府不愿意降低或放弃国企资产，更愿意行使国有资产的控制权而
非进一步发挥其对市场资本的引导作用。
③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基本每股收益呈负相关关系，
即东北地区有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中，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越高，
基本每股收益也越高。这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相反，
表明东
北地区国有企业的股票价值变动可能存在一定的场外因素的影响，
如股民对国企信任程度较高，愿意购买有国资背景上市公司的股票

（一）结论
为了研究东北地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
本文以东北地区有国
资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国有法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
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中，
国有
法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
其经营业绩越差；
规模越大的国企，
其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越缓慢，
效果越差；
而东北地区上市国企的股票收益
与企业业绩并无直接关系，
表面广大投资者仍然信任国有资本。
（二）建议
1.完善治理结构，
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公司治理结构
是关系到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了振兴东北经济，
进一步推
动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东北地区国企应当进一步加快
混合所有制改革，
适当减弱对监督控制权，
以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行
政干预，
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发展，
努力发挥国有资本对市场资本的
引导和带动作用。在东北地区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
应
当对党委会、
董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的结构和职权进行优化，使其
充分起到相互监督与制衡的作用，
真正向现代化企业管理结构转变。
2.提高生产技术，强化成本控制水平。在东北地区国企普遍面
临产能过剩的当下，
如何“去产能”成了东北地区国企必须着重考虑
的问题。科学的途径是在适当控制生产规模的前提下，还必须尽可
能提高公司利润。因此，
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目标，
提高生产技
术，
加强成本控制水平，以提高产品的价值，如此才能在相应中央政
府提出的“去产能”
的目标基础上保证企业净利润的增长，如此才能
不辜负广大中小投资者对国企的信任，才能真正提高东北地区国企
的业绩，
才能早日实现“振兴东北”
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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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要秉持缓慢稳妥推进的原则，将社会震荡降到最低。并且，要努
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如果员工下岗或者失业时，能够有充
分的社会保障作为依靠。
（五）明确国企定位，
加快改革步伐
国企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会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此会
不由自主地把目标定为保障就业和稳定财税收入。对国企进行分类
改革，一类是把他当作特殊企业对待，对于需要承担政治和社会功

能的国企进行数量限制；另一类作为纯粹的市场化企业，加强市场
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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