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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ꎬ 以公司违规处罚作为负面声誉的代理变量ꎬ 考察分析师

在选择跟踪对象时会否将公司负面声誉纳入考量ꎮ 研究发现ꎬ 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关注度显著降低ꎮ 机制

检验表明ꎬ 违规处罚通过降低投资者信息需求和分析师供给意愿两条路径影响分析师关注ꎮ 拓展性分析发现ꎬ
公司所受处罚越严重、 被罚款金额越多ꎬ 分析师关注度越低ꎻ 处罚事件对分析师关注的负面冲击具有长期效应ꎻ
对于非国有企业和处于高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ꎬ 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负向影响更显著ꎮ 本文为深入理

解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声誉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ꎬ 亦为监管机构加大违规惩处力度、 借助分析师等市场 “看门人”
的力量提增监管威慑力提供了政策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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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证券市场形成至今ꎬ 上市公司违规事件频发且屡

禁不止ꎮ 根据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的统计数据 (见图 １)ꎬ
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年间共发生 ４８４４ 起违规事

件ꎬ 尤其近十余年呈多发高发态势ꎬ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９ 年案件增

幅年均约 ３０ ２７％ꎬ ２０１９ 年违规案件数量和违规公司数量

同比增长分别高达 ７６％、 ５６ ０９％ꎮ 上市公司信息欺诈、 内

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投机违规行为不仅让处于弱势地位的

投资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ꎬ 还限制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

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ꎬ 更严重败坏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ꎬ
阻碍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预防和治理公司违规行为ꎬ
切实维护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和投资者合法权益ꎬ 保障

资本市场健康运行ꎬ 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

构ꎬ 更有赖于行政监管和法律规制等外部约束力量ꎮ 自

１９９９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实施以来ꎬ 我国政府部

门不断加大监管投入和惩处力度ꎬ 证监会及其下属机构、
上交所、 深交所、 财政部等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违规事件

的处罚公告则成为了投资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以及各方密

切关注的焦点ꎮ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一旦被公诸于众ꎬ 其社会声誉必将

受损ꎬ 且声誉损失和社会成本要远远高于罚金等直接经济

损失 (Ｋａｒｐｏｆｆ 和 Ｌｏｔｔꎬ １９９３)ꎮ 关于公司违规 “东窗事发”

后的负面影响ꎬ 最为直观的就是股价暴跌导致的资本市场

财富损失ꎬ 诸多研究发现ꎬ 违规公司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在

处罚公告发布前后短期的时间窗口内显著为负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０５ꎻ 陈工孟和高宁ꎬ ２００５)ꎮ 可见ꎬ 监管处罚所释放的不

利信号会更新市场对违规公司的认知ꎮ 此外ꎬ 银行等金融

机构也将相应上调对违规被罚公司的风险评估ꎬ 进而对公

司获取债务融资的能力及成本产生不利影响 (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１１ꎻ 刘星和陈西婵ꎬ ２０１８ꎻ 朱沛华ꎬ ２０２０)ꎮ 朱春艳和伍

利娜 (２００９) 则发现ꎬ 上市公司受处罚后被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的概率和支付的审计费用均明显提高ꎮ 陈运森和王

汝花 (２０１４) 从供应商的视角研究公司违规被罚的经济后

果ꎬ 发现违规公司的负面声誉会传染并影响到 “供应商－
客户” 关系ꎬ 使得公司商业信用额度变少、 商业信用的使

用成本上升ꎬ 修宗峰等 (２０２１) 基于供应链中的 “供应商

－企业－客户” 关系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ꎮ 监管处罚除了给

被处罚对象造成不利影响外ꎬ 还可能波及与之相关的其他

组织或个人ꎮ 如 Ｂｅａｔｔｙ 等 (２０１３) 研究发现ꎬ 公司违规被

罚带来的负面声誉冲击具有溢出效应ꎬ 会显著影响同行业

未受罚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和投资行为ꎮ 刘丽华等

(２０１９) 发现ꎬ 违规事件在集团内存在传染效应ꎬ 违规公

司的处罚公告会引起同一集团内其他非违规公司的股价严

重下跌ꎮ 钱爱民等 (２０１８) 则发现ꎬ 处罚事件会牵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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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罚审计师的个人声誉ꎬ 导致 “牵连” 审计师的后续审

计收费更低ꎮ 上述研究均表明ꎬ 监管处罚并非 “无牙老

虎”ꎬ 处罚公告带来的负面声誉冲击会发挥 “联动效应”ꎬ
对公司各类合约相关方都将产生影响ꎮ

图 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年我国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违规案件数量和违规公司数量

作为资本市场中主要的财务信息使用者与传递者ꎬ 分

析师对上市公司违规被罚将有何种反应ꎬ 值得探讨ꎮ 分析

师是连接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桥梁ꎬ 其既能利用自身

专业的知识技能深度解读上市公司及其所在行业的公开信

息 (Ｈｕａ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８)ꎬ 又能通过实地调研与管理层沟通等

内部渠道获取公司的私有消息 (Ｃｈｅ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６)ꎬ 最终以

对外发布研究报告的形式对目标公司进行盈余预测和荐股

评级ꎮ Ｂｒｏｗｎ 和 Ｒｏｚｅｆｆ (１９７８) 研究表明ꎬ 分析师对盈余的

预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为准确ꎬ 肯定了分析师在提高资本

市场运作效率上的积极作用ꎮ 基于分析师是有价值且可信

赖的市场 “看门人” 这一观点ꎬ 以往文献主要从外部治理

的视角考察了分析师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ꎬ 发现分析师

凭借较强的信息分析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可以察觉并抑制

公司违规行为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１６)ꎬ 且有明星分析师跟踪或

来自高声誉券商的分析师越多ꎬ 这种治理效应越显著 (郑
建明等ꎬ ２０１５)ꎮ 然而ꎬ Ｈｕ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在考虑了内生

性问题后ꎬ 发现分析师关注不能显著降低公司违规行为发

生的概率ꎮ Ｓｈｉ 等 (２０１７) 基于认知评价理论ꎬ 发现分析

师关注这一外部治理机制所施加的强大期望会挤出高管的

内在动机ꎬ 从而更有可能导致违规行为的发生ꎮ 马奔和杨

耀武 (２０２０) 将公司违规事件分解为发生与发现两个过

程ꎬ 发现分析师虽可在事前有效抑制违规的发生ꎬ 但却显

著降低了违规被发现的可能性ꎬ 表明分析师真正关心的是

公司是否出现了 “违规事件”ꎬ 而非是否发生了 “违规”ꎮ
近年来ꎬ 有学者就违规事件败露后分析师所受影响及其事

后反应展开了研究ꎮ Ｌｅｅ 和 Ｌｏ (２０１６) 发现ꎬ 在公司违规

行为被揭露后ꎬ 分析师个人声誉会因其事前发布买入或卖

出评级而受到影响ꎬ 但对于事前已放弃跟踪违规公司的分

析师ꎬ 未发现任何声誉溢出效应ꎮ Ｈｅ 等 (２０２０) 发现ꎬ 监

管处罚公告一经发布ꎬ 分析师出于维护专业声誉的动机会

及时下调对违规公司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ꎬ 以证明其专

业能力和独立性ꎮ 然而ꎬ 分析师关注才是一切分析师行为

的逻辑起点 (蔡卫星和曾诚ꎬ ２０１０ꎻ 王爱群等ꎬ ２０１９)ꎬ 有

限注意力的他们是否愿意跟踪报道那些因违规被罚而声誉

受损的公司ꎬ 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ꎮ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ꎬ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 Ａ 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ꎬ 以公司因违规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作

为负面声誉的代理变量ꎬ 实证检验分析师在选择跟踪目标

时是否会将公司负面声誉因素纳入考量ꎮ 研究发现ꎬ 公司

违规受罚引致的负面声誉会降低分析师关注度ꎬ 经过一系

列稳健性检验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

性问题ꎬ 改变分析师关注的度量方式ꎬ 采用其他估计方

法)ꎬ 该结果依然稳健ꎮ 进一步地ꎬ 本文验证了公司违规

处罚影响分析师关注的理论路径ꎬ 发现公司违规被罚这一

负面声誉事件不仅会激起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的悲观情

绪、 促使机构投资者抛售股票ꎬ 还会加大分析师盈余预测

误差ꎬ 即通过降低投资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和分析师供

给意愿这两条路径影响分析师的关注水平ꎮ 拓展性分析结

果显示ꎬ 公司被处罚程度越严重、 被罚款金额越多ꎬ 分析

师关注度越低ꎬ 验证了监管机构对违规公司的处罚发挥了

声誉机制作用ꎬ 且处罚事件的负面冲击具有长期效应ꎬ 致

使公司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分析师关注度受到影响ꎮ 此外ꎬ
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背景和社会文化ꎬ 从公司产

权性质和地区社会信任两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ꎬ 发现违

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高社

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中更显著ꎮ

９３



本文的研究贡献与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公司违规处罚对股东、 债权人、 供

应商、 客户以及审计师等各类契约相关方的影响ꎬ 本文以

资本市场的重要信息中介———分析师作为公司违规被罚的

受冲击对象ꎬ 发现公司违规被罚引致的负面声誉会降低分

析师关注度ꎬ 从而拓展了公司违规处罚之经济后果研究ꎮ
(２) 与以往文献侧重于考察分析师在事前制止或揭露公司

违规行为的外部监督作用不同ꎬ 本文聚焦于分析师对公司

违规被查处的事后反应ꎬ 虽已有文献从分析师股票评级入

手ꎬ 但尚未就其前端决策———分析师关注进行探讨ꎬ 本文

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ꎬ 深化并扩展了公司违规与分析师决

策行为之相关研究的内容和范围ꎮ (３) 先前有关分析师关

注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围绕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经营活动

和信息环境) 展开ꎬ 而忽视了对公司特定事件的考量ꎬ 本

文从违规处罚这一真实事件切入ꎬ 为检验分析师对公司负

面消息的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ꎬ 在理论上拓宽

了分析师关注之影响因素的研究思路ꎬ 亦深化了对分析师

的内在决策过程及其 “选股” 动机的认识和理解ꎮ (４) 本

文结论说明作为资本市场重要信息中介的分析师会在选择

跟踪目标时考虑公司违规事件ꎬ 揭示了公司违规被罚导致

的声誉损失和社会成本ꎬ 为我国监管机构的处罚效果提供

了新的证据支持ꎬ 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今后制定监管政策ꎬ
并借助分析师等市场 “看门人” 的力量提增监管威慑力提

供了有益参考和宝贵经验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Ｂｈｕｓｈａｎ (１９８９) 开创性地建立了分析师服务供求关系

的理论模型ꎬ 认为分析师对一家公司的关注程度是由投资

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和分析师的供给意愿共同决定的ꎮ
在此模型的理论指导下ꎬ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阐述

上市公司违规受罚引致的负面声誉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机制ꎮ
一方面ꎬ 公司违规受罚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分析师服

务的需求ꎬ 进而影响分析师关注度ꎮ 在我国未臻完善的资

本市场中ꎬ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公开信息的解析能力不强ꎬ
对特质信息的挖掘能力更是有限ꎬ 因而难以评估公司的真

实价值ꎬ 这才对研究股票基本面信息的专业人士———证券

分析师产生需求 (朱红军等ꎬ ２００７)ꎮ 当公司隐藏的负面

消息被揭发或新信息表明公司未来业绩将不理想时ꎬ 投资

者可据此对公司价值做出合理评估ꎬ 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

也就随之减少 (马晨等ꎬ ２０１３)ꎮ 有证据表明ꎬ 更多的分

析师对某家公司进行跟踪关注可能是由于市场中的大多数

投资者对有关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兴趣

(王爱群等ꎬ ２０１９)ꎬ 投资者情绪高涨的公司ꎬ 分析师关注

度往往会更高 (黄永安和曾小青ꎬ ２０１３)ꎮ 监管处罚事件

一旦发生ꎬ 处罚信息会迅速公开并通过各种媒介加以广泛

地传播开来ꎬ 投资者便能及时观察到与公司 “良好经营”

完全不符的事实ꎮ 大量研究发现ꎬ 公司违规被监管机构处

罚后ꎬ 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负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０５ꎻ 陈工孟和

高宁ꎬ ２００５)ꎮ 可见ꎬ 当处罚公告揭露了公司违规的真实信

息后ꎬ 投资者足以利用这一信息更新对违规公司的认知和

评价ꎮ 除了股价下跌之外ꎬ 违规处罚还会给公司带来一系

列不良后果ꎬ 例如违规行为被记录在册ꎬ 对公司未来开展

并购重组、 再融资等重大战略活动形成阻碍ꎻ 公司后续经

营业务也将遭受重创ꎬ 对其盈利能力及未来现金流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１１)ꎮ 投资者对公司盈利能力最

为关注ꎬ 处罚公告使得投资者原有 “上市公司未来前景向

好” 的信念遭到颠覆ꎬ 且违规处罚的长期负面影响将使其

难以赢得投资收益甚至出现亏损ꎬ 此时投资者难免对违规

公司的发展前景产生悲观情绪ꎬ 并及时抛售手中股票以使

自身财富不受损或尽量减小损失ꎬ 丧失投资兴趣的他们自

然也就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降低ꎮ
另一方面ꎬ 公司违规受罚也可能会影响分析师自身的

供给意愿ꎬ 进而影响分析师关注度ꎮ 作为理性经济人ꎬ 分

析师同样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ꎬ 其服务的供给则取决于

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 (蔡卫星和曾诚ꎬ ２０１０)ꎮ 单从收

益的角度看ꎬ 分析师受聘于各证券公司的研究机构ꎬ 主要

通过吸引投资者购买其承销的股票或经由其所属公司进行

股票交易来取得佣金收入ꎮ 有研究表明ꎬ 分析师热衷于跟

踪 “已是热门” 或 “市场乐观看好” 的股票以期收取更多

投资咨询和交易佣金费用 (胡奕明和金洪飞ꎬ ２００６)ꎮ 而

上市公司违规被罚这一负面事件发生之后ꎬ 市场反应消极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０５ꎻ 陈工孟和高宁ꎬ ２００５)ꎬ 若选择违规公司

为跟踪对象ꎬ 分析师非但不能获取较高的佣金收益反而为

此承担了诸多机会成本ꎮ 而从成本的角度来看ꎬ 违规处罚

对分析师供给意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ꎮ 其一ꎬ 上市公司

违规被罚后ꎬ 处罚信息会及时在全国性刊物或网站上公告ꎬ
同时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的有关

规定ꎬ 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ꎬ 或者受到刑事

处罚、 重大行政处罚ꎬ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ꎬ 说明事件

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ꎮ 可见ꎬ 处罚事件

的发生相当于提供了有关违规公司数量更多、 角度更全、
确定性更高的公共信息ꎮ 此外ꎬ 监管处罚的惩戒和警示作

用还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刘明辉和

韩小芳ꎬ ２００９)ꎬ 以上均表明违规处罚可能会降低分析师获

取和加工公共信息的成本ꎮ 其二ꎬ 作为一种事后监督ꎬ 监

管处罚事件的发生反映出违规公司以往对外披露的信息并

不真实可靠 (陈运森和王汝花ꎬ ２０１４)ꎮ 出于对 “污点”
公司的不信任ꎬ 分析师若要对违规公司做出精准的盈余预

测还得依赖于挖掘更多私有信息加以佐证ꎬ 而这必然会增

加其提供服务的显性成本ꎮ 不仅如此ꎬ 违规被罚引致的负

面声誉还会直接影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及未来发展方式ꎬ
导致经营风险增加、 未来获利能力不确定性变大 (Ｃｈｅｎ

０４



等ꎬ ２０１１)ꎬ 此时分析师盈余预测出错的概率也会加大ꎬ 相

应地提高了分析师声誉受损的隐性成本 (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以上均表明违规处罚可能会加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难度和

投入成本ꎮ
综上所述ꎬ 从需求端来看ꎬ 上市公司违规被罚引致的

负面声誉ꎬ 可能会激起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

并抛售手中股票ꎬ 降低投资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ꎮ 但从

供给端来看ꎬ 在难以增加分析师服务供给收益的情况下ꎬ
监管处罚信息的公开和公司后续披露行为的整改可能会降

低分析师获取和加工公共信息的成本ꎬ 但另一方面ꎬ 违规

处罚的诸多负面影响可能会加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难度和

投入成本ꎬ 因此ꎬ 违规处罚对分析师的供给意愿可能存在

着正反两方面的效应ꎮ 鉴于当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曲线和供

给曲线达到均衡时ꎬ 分析师数量才得以确定ꎬ 故上市公司

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在理论上尚无确定的方向ꎬ
仍属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ꎮ 基于此ꎬ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

争性的假设:
Ｈ１ａ: 限定其他条件ꎬ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

关注度显著降低ꎮ
Ｈ１ｂ: 限定其他条件ꎬ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

关注度显著增加ꎮ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沪深两市 Ａ 股上市公司作

为初始研究样本ꎬ 并执行以下筛选程序: (１) 剔除金融保

险类上市公司ꎻ (２) 剔除被冠名 ＳＴ、∗ＳＴ、 ＰＴ 及退市等特

别处理的公司ꎻ (３) 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观察值ꎮ 最终获

得有效观测值 １９５４４ 个ꎮ 所有财务数据、 股票交易数据、
监管处罚数据和分析师数据等均来自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

据库或经过计算整理而得ꎮ 此外ꎬ 为缓和离群值造成的偏

误ꎬ 对连续变量进行双向 １％缩尾处理ꎮ
(二)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ꎬ 以分析师关注作为被解释

变量、 公司违规处罚作为主要解释变量ꎬ 基于公司层面的

面板数据构建以下估计模型:
Ａｎａｌｙｓｔｉꎬｔ＋１ ＝α０＋α１Ｐｕｎｉｓｈｉꎬｔ＋α２Ｓｉｚｅｉꎬｔ＋α３Ｌｅｖｉꎬｔ＋α４Ｒｏｅｉꎬｔ

＋α５Ｖｓａｌｅｓｉꎬｔ＋α６Ｇｒｏｗｔｈｉꎬｔ＋α７Ｔｑｉꎬｔ＋α８Ｔｏｐ１ｉꎬｔ

＋α９Ｂｉｇ４ｉꎬｔ＋∑Ｉｎｄ＋∑Ｙｅａｒ＋εｉꎬｔ (１)
其中ꎬ 被解释变量 Ａｎａｌｙｓｔ 为分析师关注ꎬ 按照现有文

献的做法ꎬ 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分析师个人作为主体

(董望等ꎬ ２０１７)ꎻ 第二类以分析师所在券商作为主体 (马
晨等ꎬ ２０１３)ꎻ 第三类以发布分析报告的署名分析师团队作

为主体 (蔡卫星和曾诚ꎬ ２０１０)ꎮ 本文使用分析师个人关

注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和券商关注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构建主要变量ꎬ 以

分析师团队关注 (Ａｎａｌｙｓｔ３) 作为稳健性检验ꎮ 为了降低异

方差的影响ꎬ 分析师关注指标均经过了自然对数函数转化ꎮ
解释变量 Ｐｕｎｉｓｈ 为公司违规处罚的相关变量ꎬ 借鉴朱沛华

(２０２０) 的做法ꎬ 以公司当年是否受到处罚 (Ｐｕｎｉｓｈ１) 和

公司当年受到各类处罚措施的次数总和 (Ｐｕｎｉｓｈ２) 作为测

度指标ꎮ 为了避免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ꎬ 对分析师关注

进行了超前一期处理ꎮ 参照相关研究 (蔡卫星和曾诚ꎬ
２０１０ꎻ 董望等ꎬ ２０１７ꎻ 马晨等ꎬ ２０１３)ꎬ 本文控制了可能对

分析师关注产生影响的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变量ꎬ 并控制

了行业及年度固定效应ꎮ 主要变量定义及测度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定义与度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分析师关注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对公司做盈余预测的分析师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对公司做盈余预测的券商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公司违规处罚
Ｐｕｎｉｓｈ１ 　 公司当年受到处罚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

Ｐｕｎｉｓｈ２ 　 公司当年受到各类处罚措施的次数总和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业绩水平 　 Ｒｏｅ 　 净资产收益率

业绩波动 　 Ｖｓａｌｅｓ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占总资产比重的标准差

成长能力 　 Ｇｒｏｗｔｈ 　 公司最近三年总资产增长率的平均值

企业价值 　 Ｔｑ 　 Ｔｏｂｉｎｓ ｑꎬ 市值 / 资产账面价值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审计质量 　 Ｂｉｇ４ 　 当年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

行业 　 Ｉｎｄ 　 行业虚拟变量

年份 　 Ｙｅａｒ 　 年度虚拟变量

１４



四、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提供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ꎬ 分析师个人关

注 (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和券商关注 (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的均值 分 别 为

２ ４０１、 ２ ００６ꎬ 中位数分别为 ２ ６３９、 ２ １９７ꎬ 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差分别为 ４ ４０７、 ３ ７３８ꎬ 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

分析师关注度具有明显的差异ꎻ 是否违规处罚 (Ｐｕｎｉｓｈ１)
的均值为 ０ ０８５ꎬ 表明样本中受到违规处罚的公司年度观

测值占比约 ８ ５％ꎬ 违规处罚次数 (Ｐｕｎｉｓｈ２) 的最大值为

８ꎬ 表明个别公司的违规情况复杂、 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次

数较多ꎮ 控制变量取值均在合理范围内ꎬ 在此不再赘述ꎮ
未列示的组间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显示ꎬ 违规被罚组与未违

规被罚组的分析师关注指标的均值差异均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负ꎬ 初步支持 Ｈ１ａꎮ 在未列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中ꎬ
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５ꎬ 说明各变量间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ꎮ①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察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１９５４４ ２ ４０１ ２ ６３９ １ ３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４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１９５４４ ２ ００６ ２ １９７ １ ０８４ ０ ０００ ３ ７３８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１９５４４ ０ ０８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１９５４４ ０ １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４４１ ０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１９５４４ ２２ ２５０ ２２ ０９０ １ ２５９ １９ ６６０ ２５ ８８０

Ｌｅｖ １９５４４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４ ０ ２０２ ０ ０５３ ０ ８８９

Ｒｏｅ １９５４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４ ０ １４２ －０ ８６３ ０ ３０１

Ｖｓａｌｅｓ １９５４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６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６５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５４４ ０ ２３６ ０ １３６ ０ ３８３ －０ １４８ ２ ５１９

Ｔｑ １９５４４ ２ ０７５ １ ６４２ １ ２８５ ０ ８９８ ７ ４２３

Ｔｏｐ１ １９５４４ ０ ３４７ ０ ３２６ ０ １５０ ０ ０９０ ０ ７５０

Ｂｉｇ４ １９５４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０ ０ ２４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二) 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公司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ꎬ 分别

以超前一期的分析师个人关注 (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和券商关注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作为被解释变量ꎬ 以当期的公司是否受到处

罚 (Ｐｕｎｉｓｈ１) 和受处罚的次数 ( Ｐｕｎｉｓｈ２) 作为主要解

释变量ꎬ 回归结果列于表 ３ꎮ 由表 ３ 的第 ( １) 和 ( ３)
列可以 看 出ꎬ Ｐｕｎｉｓｈ１ 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 － ０ １７３、 －
０ １４２ꎬ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

影响后ꎬ 公司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

影响ꎬ 表明监管部门针对公司违规出具的处罚公告向资

本市场传递了负面信号ꎬ 引起投资者和分析师对违规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发展前景的担忧ꎬ 从而导致分析师关

注度下降ꎮ 由表 ３ 的第 (２) 和 (４) 列可以看出ꎬ Ｐｕｎ￣
ｉｓｈ２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 ０８８、 － ０ ０７１ꎬ 亦均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ꎬ 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ꎬ 公司受罚次

数也显著降低了分析师关注度ꎬ 表明公司受到各类监管

处罚措施的次数越多、 违规情况越复杂ꎬ 对分析师关注

的负向影响越大ꎮ 以上结果均验证了本文的 Ｈ１ａꎬ 即限

定其他条件ꎬ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关注度显著

降低ꎮ

表 ３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与分析师关注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７３∗∗∗ －０ １４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２４
① 限于篇幅ꎬ 本文未列示组间均值差异检验结果和相关性分析结果ꎬ 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ꎬ ｌｉａｏｊｉａ９４１０１５＠ １６３. ｃｏｍꎮ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Ｓｉｚｅ
０ ６５２∗∗∗ ０ ６５２∗∗∗ ０ ５４２∗∗∗ ０ ５４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ｅｖ
－１ ０８９∗∗∗ －１ ０９５∗∗∗ －０ ９１３∗∗∗ －０ ９１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Ｒｏｅ
１ ８９４∗∗∗ １ ９０２∗∗∗ １ ５８１∗∗∗ １ ５８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Ｖｓａｌｅｓ
－０ ４９４∗∗∗ －０ ４９９∗∗∗ －０ ４３９∗∗∗ －０ ４４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３０２∗∗∗ ０ ３０１∗∗∗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Ｔｑ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Ｔｏｐ１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７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Ｂｉｇ４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３１∗∗∗ －１１ ５４９∗∗∗ －９ ３８２∗∗∗ －９ ３９７∗∗∗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８９ ０ ３９４ ０ ３９３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分析师是否关注违规被罚公司可能并非随机发生ꎬ 而

是根据公司自身特质有意识选择的ꎮ 为了较大程度地消除

违规被罚组 (处理组) 与未违规被罚组 (控制组) 之间的

特征差异ꎬ 同时解决两类样本观测值占比悬殊的问题 (受
处罚的公司年度观测值占比仅 ８ ５％)ꎬ 本文以模型 (１)
中所有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ꎬ 根据违规

处罚的 “公司—年度” 以最邻近匹配法为处理组寻找特征

相近的控制组样本ꎬ 匹配比例为 １ ∶ １ꎬ １ ∶ ２ 和 １ ∶ ３②ꎮ
表 ４ 列示了 １ ∶ １ 匹配的估计结果 (与 １ ∶ ２ 和 １ ∶ ３ 匹

配的结果一致)③ꎮ 首先ꎬ 未报告的配对前后密度图显示ꎬ
配对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无显著差异ꎬ 二者的

密度曲线几近重合ꎬ 意味着前文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几

乎不受自选择偏差的影响ꎬ 且配对后二者的密度曲线仍没

有明显改变ꎬ 表明配对后受处罚样本和未受处罚样本之间

３４

②

③

如处理组中的 Ａ 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受到了监管处罚ꎬ 则根据 Ａ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相关特征 (即主回归中的所有控制变量) 在截止 ２００８ 年从

未受过处罚的公司中通过配对寻找控制组ꎬ 而若处理组中的 Ｂ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受到了监管处罚ꎬ 则根据 Ｂ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相关特征在截止 ２００９
年从未受过处罚的公司中通过配对寻找控制组以此类推ꎬ 直至为所有处理组寻找到合适的控制组ꎮ

限于篇幅ꎬ 本文仅列示基于 １ ∶ １ 匹配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ꎬ 其余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ꎮ



尽可能地相似ꎬ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ꎮ 其次ꎬ 未报告的结果

显示ꎬ 配对后各匹配变量的组间均值差异均在 ５％以内ꎬ 且

均不显著ꎬ 即通过了平衡性检验ꎮ 在配对结果良好的情况

下ꎬ 本文基于配对后的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ꎬ 结果列于表

４ꎮ 结果显示ꎬ Ｐｕｎｉｓｈ１ 和 Ｐｕｎｉｓｈ２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负ꎬ 表明在解决了两类样本观测值占比悬殊的问题后ꎬ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关注度显著降低的结论依然

成立ꎮ

表 ４ 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４)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６３２∗∗∗ －１１ ８０７∗∗∗ －９ ３３９∗∗∗ －９ ４９１∗∗∗

(０ ４７４) (０ ４７２) (０ ３９２) (０ ３９０)

样本量 ２９９１ ２９９１ ２９９１ ２９９１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２ ０ ３７７ ０ ３８６ ０ ３８１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２. 工具变量法 (２ＳＬＳ)
为了进一步解决上市公司违规受罚事件与分析师关注

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

析ꎮ 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ꎬ 考虑到我国宗教传统对个体乃

至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与维持起着重要作用ꎬ 且陈冬

华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证实了宗教传统影响力对公司违规行

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ꎬ 而宗教传统与分析师关注之间并

无直接的理论联系ꎬ 故本文以上市公司所受宗教传统的影

响程度④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 ( ＩＶ１)ꎮ 同时ꎬ 考虑到单个

公司的违规情况通常与其所处地区 (受同一监管环境影响

的) 其他企业的平均违规情况相关ꎬ 而其自身分析师关注

度的变化不太可能影响到整个地区历史、 平均的违规状况ꎬ
故本文以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当年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

违规被罚比例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 ＩＶ２)ꎮ
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回归ꎬ 结

果列示于表 ５ꎮ 由表 ５ 第 (１) 和 (４) 列中第一阶段估计

结果可见ꎬ 无论以是否受罚 ( Ｐｕｎｉｓｈ１) 还是受罚次数

(Ｐｕｎｉｓｈ２) 作为公司违规处罚的测度指标ꎬ ＩＶ１ 的系数均

在 ５％水平以上显著为负ꎬ ＩＶ２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为正ꎬ 均与本文预期相符ꎮ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显

示ꎬ 第一阶段的 Ｆ 值分别为 １９ ３８３、 １７ ５３０ꎬ 均高于通

常水平门槛 １０ꎻ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值分别为 ６１ ０８２、
５１ ４６５ꎬ 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 拒绝了 “识别不足” 的

原假设ꎻ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分别为 ３８ ３１７、 ３０ ５０９ꎬ
均高于 １５％水平的 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临界值 １１ ５９０ꎬ 拒绝了

“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ꎻ 而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的 Ｐ 值分别

为 ０ ６２７、 ０ ３４０、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８ꎬ 无法拒绝 “所有工具

变量均 外 生” 的 原 假 设ꎮ 以 上 结 果 表 明ꎬ 宗 教 传 统

( ＩＶ１) 和地区其他公司违规概率 ( ＩＶ２) 均为公司违规处

罚的有效工具变量ꎮ 由表 ５ 第 (２) － (３) 列和第 (５)
－ (６) 列中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可见ꎬ Ｐｕｎｉｓｈ１ 和 Ｐｕｎｉｓｈ２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ꎬ 即在校正内生性偏误之

后ꎬ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导致分析师关注度显著降低的结论

依然成立ꎮ

４４

④ 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第一ꎬ 寺庙的选取标准源自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９ 日国务院转批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

重点寺观的报告» 中所列的中国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庙名单ꎬ 并手工搜集各重点寺庙所对应的经纬度坐标ꎻ 第二ꎬ 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中的 “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年度表” 获取各上市公司的经纬度坐标ꎻ 第三ꎬ 运行 ＳＴＡＴＡ 的 ｇｅｏｄｉｓｔ 命令ꎬ 计算各上市公司与各重点寺庙两点

坐标之间的球面距离ꎻ 最后ꎬ 统计距离上市公司 ３００ 公里内的重点寺庙数量ꎬ 再除以 １００ꎬ 以此测度公司所受宗教传统的影响程度ꎮ



表 ５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与分析师关注: 工具变量法 (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Ｐｕｎｉｓｈ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Ｐｕｎｉｓｈ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ＩＶ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５)

ＩＶ２
０ ３３３∗∗∗ ０ ４２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１)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２ ８２３∗∗∗ －２ ３８４∗∗∗

(０ ５５０) (０ ４６０)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１ ９５８∗∗∗ －１ ６３５∗∗∗

(０ ４０４) (０ ３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９８∗∗∗ －１２ ２２０∗∗∗ －１０ ２７１∗∗∗ ０ ３５２∗∗∗ －１２ ３９７∗∗∗ －１０ ４２８∗∗∗

(０ ０５３) (０ ２９６) (０ ２４８) (０ ０８０) (０ ２８６) (０ ２３９)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９ ３８３ １７ ５３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值 ６１ ０８２∗∗∗ ５１ ４６５∗∗∗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 ３８ ３１７ ３０ ５０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０ ２３７ ０ ９１３ １ ３２６ ２ ５９１

Ｐ 值 ０ ６２７ ０ ３４０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８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ꎬ ＩＶ 估计的 Ｒ２没有实际的统计含

义ꎬ 所有模型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１０％临界值为 １９ ９３、 １５％临界值 (对应名义显著性水平 ５％) 为 １１ ５９０ꎮ

３. 分析师关注的替代度量

现有文献除了以分析师个人和分析师所在券商作为

分析师关注的主体外ꎬ 也有将发布分析报告的署名分析

师团队作为主体 (蔡卫星和曾诚ꎬ ２０１０) ꎮ 本文以分析

师团队关注 ( Ａｎａｌｙｓｔ３: 对公司做盈余预测的署名分析

师团队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替代前文的分析师关注

指标ꎬ 重新进行回归ꎬ 回归结果仍然支持前述结论ꎬ 详

见表 ６ꎮ

表 ６ 分析师关注替代度量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３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７４∗∗∗

(０ ０２７)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５４



续表

(１)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３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４９９∗∗∗ －１１ ５１７∗∗∗

(０ １７４) (０ １７４)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调整的 Ｒ２ ０ ４０３ ０ ４０２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４. 负二项回归模型

前文实证模型中的分析师关注指标均经过了对数转换ꎬ
在此以未经对数值转换的分析师人数 (Ｎ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和

券商数 (Ｎ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度量ꎬ 由

于二者均为非负整数ꎬ 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重新进行估计ꎬ
回归结果仍支持前述结论ꎬ 详见表 ７ꎮ

表 ７ 负二项回归方法

(１) (２) (３) (４)

Ｎ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Ｎ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５８∗∗∗ －０ １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９２７∗∗∗ －９ ９４１∗∗∗ －８ ９７０∗∗∗ －８ ９８６∗∗∗

(０ ２０１) (０ ２０１)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２)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７４０４６ ０３６ －７４０５２ ６４７ －６２９５５ ６３０ －６２９６３ １９１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五、 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ꎬ 上市公司违规被罚引致的负面

声誉ꎬ 既可能降低投资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ꎬ 又可能降

低分析师的供给意愿ꎬ 进而降低分析师关注ꎮ 为了验证这

一路径分析ꎬ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提出的中介因子

检验方法ꎬ 设计了如下路径模型:
Ａｎａｌｙｓｔｉꎬｔ ＋１ ＝α０＋α１Ｐｕｎｉｓｈｉꎬｔ＋α２Ｓｉｚｅｉꎬｔ＋α３Ｌｅｖｉꎬｔ＋α４Ｒｏｅｉꎬｔ

＋α５Ｖｓａｌｅｓｉꎬｔ＋α６Ｇｒｏｗｔｈｉꎬｔ＋α７Ｔｑｉꎬｔ＋α８Ｔｏｐ１ｉꎬｔ

＋α９Ｂｉｇ４ｉꎬｔ＋∑Ｉｎｄ＋∑Ｙｅａｒ＋εｉꎬｔ (Ｐａｔｈ１)
Ｍｅｄｉａｔｅｉꎬｔ ＝β０＋β１Ｐｕｎｉｓｈｉꎬｔ＋β２Ｓｉｚｅｉꎬｔ＋β３Ｌｅｖｉꎬｔ＋β４Ｒｏｅｉꎬｔ

＋β５Ｖｓａｌｅｓｉꎬｔ＋β６Ｇｒｏｗｔｈｉꎬｔ＋β７Ｔｑｉꎬｔ＋β８Ｔｏｐ１ｉꎬｔ

＋β９Ｂｉｇ４ｉꎬｔ＋∑Ｉｎｄ＋∑Ｙｅａｒ＋εｉꎬｔ (Ｐａｔｈ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ｉꎬｔ＋１ ＝γ０＋γ１Ｐｕｎｉｓｈｉꎬｔ＋γ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ｉꎬｔ＋γ３Ｓｉｚｅｉꎬｔ＋γ４Ｌｅｖｉꎬｔ

＋γ５Ｒｏｅｉꎬｔ＋γ６Ｖｓａｌｅｓｉꎬｔ＋γ７Ｇｒｏｗｔｈｉꎬｔ＋γ８Ｔｑｉꎬｔ

＋γ９Ｔｏｐ１ｉꎬｔ＋γ１０Ｂｉｇ４ｉꎬｔ＋∑Ｉｎｄ＋∑Ｙｅａｒ＋εｉꎬｔ

(Ｐａｔｈ３)
其中ꎬ Ｐａｔｈ１ 同模型 (１)ꎬ Ｐａｔｈ２ 的 Ｍｅｄｉａｔｅ 为中介变

量ꎬ Ｐａｔｈ３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该中介变量ꎮ 首

先ꎬ 为了验证投资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渠道ꎬ 本文同时

选取了投资者悲观情绪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两个指标作为中介变量ꎮ 其中ꎬ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用当年上市公司所在股吧的负面帖子数量占发帖总量的比

重衡量ꎬ 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ꎬ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取值越大ꎬ 说明投资者的情绪越悲观ꎬ 对信息的

需求越小ꎮ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取值越大ꎬ 说明机构投资者持有上市

公司股票的比例越高ꎬ 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越旺盛ꎮ 另外ꎬ
为了验证分析师的供给渠道ꎬ 本文选取了公司违规被罚当

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 (Ｅｒｒｏｒ) 作为中介变量ꎬ 度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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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所有分析师对公司当年每股收益预测值的均值与每股

收益实际值之差的绝对值再除以每股收益实际值的绝对值ꎮ
本文认为ꎬ Ｅｒｒｏｒ 取值越大ꎬ 分析师的供给意愿越小ꎬ 这是

因为分析师预测误差越大ꎬ 其需承担个人声誉受损的隐性

成本越高ꎬ 同时盈余预测 “有偏” 亦表征着分析师未来进

行预测的任务复杂程度和困难指数越高ꎬ 如要提供高质量

的预测信息和可靠的投资建议ꎬ 分析师所需投入的显性成

本也越高ꎬ 这必然将降低分析师提供服务的热情ꎮ 因此ꎬ
采用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作为中介变量可以从分析师预测

成本角度来验证分析师供给视角的作用路径ꎮ
表 ８ 列示了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机

制检验结果ꎮ 其中ꎬ 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Ａ 为以投资者悲观情绪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为中介因子的 “需求” 路径分析结果ꎬ 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Ｂ 为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为中介因子

的 “需求” 路径分析结果ꎬ 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Ｃ 则为以分析师预测

误差 (Ｅｒｒｏｒ) 为中介因子的 “供给” 路径分析结果ꎮ 结果

显示ꎬ 无论以投资者悲观情绪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还是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 (Ｅｒｒｏｒ)
作为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ａｔｅ)ꎬ Ｐａｔｈ１ 中 Ｐｕｎｉｓｈ 的回归系数 α１和

Ｐａｔｈ２ 中 Ｐｕｎｉｓｈ 的回归系数 β１ 均显著ꎬ Ｐａｔｈ３ 中 Ｐｕｎｉｓｈ 和

Ｍｅｄｉａｔｅ 的回归系数 γ１和 γ２均显著ꎬ 且 Ｐａｔｈ３ 中 Ｐｕｎｉｓｈ 的回

归系数 γ１的绝对值均小于 Ｐａｔｈ１ 中 Ｐｕｎｉｓｈ 的回归系数 α１的

绝对值ꎬ 并且 Ｓｏｂｅｌ Ｚ 统计值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 以上结

果表明投资者悲观情绪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以及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 (Ｅｒｒｏｒ) 均具有

部分中介效应ꎬ 验证了前文的路径分析ꎬ 即上市公司违规

被罚通过降低投资者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和分析师供给意

愿这两条路径影响分析师的关注水平ꎮ

表 ８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Ｐａｎｅｌ Ａ: 以投资者悲观情绪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为中介因子的 “需求” 路径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３∗∗∗ －０ １６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７)

Ｎｅｇ＿ ｒａｔｉｏ
－２ ７２２∗∗∗ －２ ７３５∗∗∗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３１∗∗∗ ０ ３１７∗∗∗ －１０ ６６８∗∗∗ －１１ ５４９∗∗∗ ０ ３１７∗∗∗ －１０ ６８１∗∗∗

(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８)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６００ ０ ３９３ ０ ３８９ ０ ６００ ０ ３９３

Ｓｏｂｅｌ Ｚ 统计值 －３ ２７４∗∗∗ －２ ７１５∗∗∗

Ｐａｎｅｌ Ｂ: 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为中介因子的 “需求” 路径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７３∗∗∗ －０ ０１８∗∗∗ －０ １６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６)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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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ａｎｅｌ Ｂ: 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为中介因子的 “需求” 路径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Ｉｎｓｔ＿ ｈｏｌｄ
０ ４４２∗∗∗ ０ ４４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３１∗∗∗ －１ ５９１∗∗∗ －１０ ８２７∗∗∗ －１１ ５４９∗∗∗ －１ ５９４∗∗∗ －１０ ８４０∗∗∗

(０ １９３) (０ ０３５) (０ ２０２) (０ １９３) (０ ０３５) (０ ２０３)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５９ ０ ３９３ ０ ３８９ ０ ３５９ ０ ３９３

Ｓｏｂｅｌ Ｚ 统计值 －３ ６０３∗∗∗ －２ ６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Ｃ: 以分析师预测误差 (Ｅｒｒｏｒ) 为中介因子的 “供给” 路径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Ｐａｔｈ１ Ｐａｔｈ２ Ｐａｔｈ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７３∗∗∗ ０ ４９６∗∗∗ －０ １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１４７) (０ ０２５)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８８∗∗∗ ０ ２６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６)

Ｅｒｒｏ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３１∗∗∗ １２ ３９９∗∗∗ －８ ６９８∗∗∗ －１１ ５４９∗∗∗ １２ ４５０∗∗∗ －８ ７１２∗∗∗

(０ １９３) (１ ０５５) (０ １８３) (０ １９３) (１ ０５５) (０ １８３)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７３６９ １７３６９ １９５４４ １７３６９ １７３６９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０５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８９ ０ ０５２ ０ ３６２

Ｓｏｂｅｌ Ｚ 统计值 －３ ３２２∗∗∗ －２ ７９４∗∗∗

注: 表格仅列示以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以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ꎬ 未列示结果留存备索)ꎬ 括号中为

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六、 拓展性分析
(一) 公司受罚严重程度及被罚款规模对分析师关注

的影响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影响分析师关注的逻辑起点是ꎬ 因

违规而被监管机构出具处罚公告对公司而言是一个负面声

誉冲击ꎮ 然而ꎬ 声誉毁损还涉及严重程度的问题ꎬ 监管部

门在查出公司违规行为后ꎬ 将视违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和

情节的轻重程度出具相应的处罚措施ꎬ 相较于严重处罚ꎬ
轻度处罚并不会对公司声誉产生过多负面影响 (朱沛

华ꎬ ２０２０) ꎮ 为此ꎬ 本文考察公司受罚严重程度及被罚

款规模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ꎬ 以检验处罚带来的负面声

誉作用ꎮ
监管部门针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设定了批评、 警告、

谴责、 罚款、 没收非法所得、 取消营业许可 (责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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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禁入以及其他等处罚措施ꎮ 本文结合样本实际情况⑤

和现有文献的观点 (朱沛华ꎬ ２０２０)ꎬ 将谴责、 罚款、 没

收非法所得界定为相对严重的处罚方式ꎬ 而将批评、 警告

以及其他处罚界定为相对轻微的处罚方式ꎬ 以公司当年是

否受到严重处罚 (Ｓｅｖｅｒｅ１: 若公司当年受到过谴责、 罚款

或没收非法所得三种处罚类型之一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 和

公司当年受到严重处罚措施的次数总和 (Ｓｅｖｅｒｅ２: 公司当

年受到过谴责、 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三种处罚类型的次数

之和) 作为公司受罚严重程度的测度指标ꎬ 考察其对分析

师关注的影响ꎮ 同时ꎬ 构造公司被罚款金额的自然对数

(ＬｎＰｅｎａｌｔｙ) 用以考察公司被罚款规模对分析师关注的影

响ꎬ 回归结果列于表 ９ꎮ 由表 ９ 的回归结果可见ꎬ 无论在

全样本还是受处罚样本中ꎬ 是否受到严重处罚 (Ｓｅｖｅｒｅ１)、
受严重处罚次数 (Ｓｅｖｅｒｅ２) 以及公司被罚款规模 ( ＬｎＰｅ￣
ｎａｌｔｙ)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ꎬ 表明相对严重的

处罚会对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声誉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ꎬ
继而显著减少分析师关注ꎮ 可见ꎬ 监管机构对违规公司执

行处罚措施向市场传递了有效信号ꎬ 且公司声誉毁损程度

与其受罚严重与否、 被罚款规模紧密相关ꎬ 佐证了处罚公

告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声誉机制上ꎮ

表 ９ 公司受罚严重程度及被罚款规模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 公司受罚严重程度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全样本 受处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Ｓｅｖｅｒｅ１
－０ ３５７∗∗∗ －０ ２９１∗∗∗ －０ ２３９∗∗∗ －０ １９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９)

Ｓｅｖｅｒｅ２
－０ ２９１∗∗∗ －０ ２３８∗∗∗ －０ ２０３∗∗∗ －０ １６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６０∗∗∗ －１１ ５５４∗∗∗ －９ ４０６∗∗∗ －９ ４００∗∗∗ －１１ ４１５∗∗∗ －１１ ３５３∗∗∗ －９ １５１∗∗∗ －９ ０９８∗∗∗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０ ６８９) (０ ６９２) (０ ５７７) (０ ５７８)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６７１ １６７１ １６７１ １６７１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８９ ０ ３９３ ０ ３９４ ０ ３５５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７ ０ ３５８

Ｐａｎｅｌ Ｂ: 公司被罚款规模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全样本 受处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ＬｎＰｅｎａｌｔ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５６７∗∗∗ －９ ４１１∗∗∗ －１１ ５１４∗∗∗ －９ ２３３∗∗∗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１) (０ ６９１) (０ ５７８)

样本量 １９５４４ １９５４４ １６７１ １６７１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９３ ０ ３５３ ０ ３５６

注: 括号中为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９４
⑤ 在样本观测期内并未发现取消营业许可 (责令关闭) 和市场禁入这两类处罚案例ꎮ



(二) 负面声誉的长期效应检验

声誉机制的相关理论指出ꎬ 声誉会影响行为人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的支付函数 (Ｄｉａｍｏｎｄꎬ １９８９)ꎬ 而一旦声誉

受损ꎬ 修复声誉、 重建信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雷宇ꎬ
２０１６)ꎮ 已有研究证实ꎬ 上市公司违规被罚造成的声誉受损

对公司的负面作用是长期的ꎬ 公司需要长时期的规范经营

才能恢复其在资本市场的声誉水平 (朱沛华ꎬ ２０２０)ꎮ 那

么ꎬ 该负面声誉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会持续多久呢? 前文

实证结果已考察了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对未来一年分析师关

注的影响ꎬ 此处本文将对分析师关注的预测窗口继续往后

延长ꎬ 以考察上市公司违规处罚对未来分析师关注影响的

长期性与持续性ꎬ 回归结果列于表 １０ꎮ 由表 １０ 的结果可

见ꎬ 无论将预测窗口延长至两年、 三年还是四年ꎬ 违规处

罚与分析师关注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ꎬ 而到了第五年ꎬ
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ꎮ 该结果一方面证实了上市公司违规

受罚这一负面事件对分析师关注具有长期持续作用效果ꎬ
另一方面亦表明在有效控制了违规处罚与分析师关注互为

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后ꎬ 前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ꎮ

表 １０ 负面声誉的长期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５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２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３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ｔ＋５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８∗∗∗ －０ １３４∗∗∗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０)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 ４４５∗∗∗ －９ ３４７∗∗∗ －８ ６０９∗∗∗ －８ ２２３∗∗∗ －１０ ４６１∗∗∗ －９ ３６２∗∗∗ －８ ６１７∗∗∗ －８ ２３０∗∗∗

(０ ２０２) (０ ２２５) (０ ２４９) (０ ２７２) (０ ２０２) (０ ２２４) (０ ２４９) (０ ２７２)

样本量 １６９２５ １４５９２ １２３６３ １０２８０ １６９２５ １４５９２ １２３６３ １０２８０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６８ ０ ３２０ ０ ２７６ ０ ２５３ ０ ３６７ ０ ３２０ ０ ２７６ ０ ２５３

注: 表格仅列示以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以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ꎬ 未列示结果留存备索)ꎬ 括号中为

经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公司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背景下ꎬ 国有企业有国家和地

方政府做担保ꎬ 其在违规事件揭露后的声誉损失大多由国

家和地方政府来买单ꎬ 同时声誉下降并不会对其获取各种

重要资源的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对比之下ꎬ 非国有企业

没有强大的 “背景” 做后盾ꎬ 其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其在行

业内的信用等级位置ꎬ 一旦发生违规被罚事件ꎬ 负面声誉

不仅会直接拉低其社会地位ꎬ 还会严重影响其获取资源的

能力ꎬ 声誉损失明显更大 (杨洁和郭立宏ꎬ ２０１７)ꎮ 由此

可推测ꎬ 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违规被罚事件ꎬ 分析师

可能也会差别对待ꎮ 为此ꎬ 本文区分公司产权性质ꎬ 重新

对模型 (１) 进行估计ꎬ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Ａ 所示ꎮ 可

以看出ꎬ 与国有企业相比ꎬ 非国有企业违规被罚对分析师

关注的负面影响更强ꎬ 且均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Ｃｈｉ２ Ｔｅｓｔ)ꎬ 验证了上述推测ꎮ
２. 基于地区社会信任的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ꎬ 社会公众信任是声誉机制有效运行的

基础ꎬ 但负面事件频发会损害声誉机制的信任基础 (雷
宇ꎬ ２０１６)ꎮ 至此ꎬ 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ꎬ 公司所处地区的

社会信任水平不同ꎬ 违规被罚引致的负面声誉对分析师关

注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ꎬ 本文基于张

维迎和柯荣住 (２００２) 提供的地区社会信任数据ꎬ 将全国

３１ 个省份按照是否高于其中位数划分为社会信任度高的地

区与社会信任度低的地区这两组ꎬ 并据此对全样本进行分

组ꎬ 重新对模型 (１) 进行估计ꎬ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Ｂ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 与处于低社会信任地区的公司相比ꎬ 处

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公司违规被罚对分析师关注的负向影

响更强ꎬ 且均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Ｃｈｉ２ Ｔｅｓｔ)ꎮ 对

此可能的解释是ꎬ 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中ꎬ 由于市

场参与者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该地区内的公司信任水平也

高ꎬ 公司相当于在一开始就获得了具有良好声誉的 “社会

印章”ꎬ 而一旦公司因违规行为受到监管机构处罚ꎬ 将被

贴上 “不值得信任” 的标签ꎬ 与此同时ꎬ 社会信任会通过

一种 “喇叭效应” 将负面信号迅速扩散到 “圈子” 中ꎬ 导

致高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承担着更高的惩罚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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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异质性分析

Ｐａｎｅｌ Ａ: 基于公司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２７∗∗∗ －０ ２２４∗∗∗ －０ ０９５∗∗∗ －０ １８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８)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０４３∗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 ８８２∗∗∗ －１２ ０９８∗∗∗ －１２ ８９５∗∗∗ －１２ １２４∗∗∗ －１０ ３８１∗∗∗ －９ ９７２∗∗∗ －１０ ３９２∗∗∗ －９ ９９４∗∗∗

(０ ２５７) (０ ２９９) (０ ２５７) (０ ２９９) (０ ２１３)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３) (０ ２４８)

样本量 ９１７２ １０３７２ ９１７２ １０３７２ ９１７２ １０３７２ ９１７２ １０３７２

调整的 Ｒ２ ０ ４５３ ０ ３７４ ０ ４５３ ０ ３７３ ０ ４６２ ０ ３７６ ０ ４６２ ０ ３７５

ｃｈｉ２ ３ １００ ５ ３１０ ４ ２１０ ６ ４８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Ｂ: 基于地区社会信任的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ｔ１ Ａｎａｌｙｓｔ２

信任度高 信任度低 信任度高 信任度低 信任度高 信任度低 信任度高 信任度低

Ｐｕｎｉｓｈ１
－０ １９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６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８)

Ｐｕｎｉｓｈ２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 ４０４∗∗∗ －１１ ８５３∗∗∗ －１１ ４２２∗∗∗ －１１ ８６６∗∗∗ －９ ３１６∗∗∗ －９ ５６２∗∗∗ －９ ３３０∗∗∗ －９ ５７３∗∗∗

(０ ２２７) (０ ３７３) (０ ２２７) (０ ３７３) (０ １８８) (０ ３１１) (０ １８８) (０ ３１１)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４２３３ ５１１１ １４２３３ ５１１１ １４２３３ ５１１１ １４２３３ ５１１１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９４ ０ ４０５ ０ ３９４ ０ ４０４ ０ ３９９ ０ ４１２ ０ ３９９ ０ ４１２

ｃｈｉ２ ２ ８３０ ４ ５００ ３ ４２０ ６ ５２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１∗∗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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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证券市场中频出的上市公司违规乱象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ꎬ 证监会及其下属机构、 上交所、 深交所、
财政部等监管部门针对公司违规事件的处罚公告则成为了

投资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ꎮ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信息中介ꎬ
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违规处罚有何种反应? 本文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ꎬ 考察监管处罚如何

发挥声誉机制作用ꎬ 继而对分析师 “选股” 行为产生影

响ꎮ 结果发现: 上市公司违规被罚引致的负面声誉会降低

分析师关注度ꎬ 且这一结果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

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ꎮ 本文进一步对上市公司

负面声誉影响分析师关注的内在机理做了深入探讨ꎬ 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ꎬ 违规处罚不仅会激起投资者的负面情

绪、 促使机构投资者抛售股票ꎬ 还会加大分析师的盈余预

测误差ꎬ 从降低投资者信息需求和分析师供给意愿两条路

径影响分析师关注度ꎮ 拓展性分析发现ꎬ 公司所受处罚越

严重、 被罚款金额越多ꎬ 分析师关注度越低ꎬ 佐证了监管

处罚发挥了声誉机制作用ꎬ 且公司违规处罚对未来一段时

期的分析师关注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ꎮ 最后ꎬ 本文还考

察了产权性质、 社会信任对违规处罚与分析师关注之间关

系的影响ꎬ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ꎬ 对于非国有企业和处于高

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ꎬ 违规处罚对分析师关注的负向

影响更加显著ꎬ 揭示了非国有企业因无国家和地方政府强

大的 “背景” 做后盾ꎬ 负面事件引起的声誉损失明显更

多ꎬ 而处于高信任水平地区的公司一旦被贴上 “违规” 标

签ꎬ 也将面临着更高的惩罚成本和声誉修复成本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三个政策含义: 第一ꎬ 本文

从分析师 “选股” 行为的视角验证了公司违规被罚引致的

负面声誉确实会产生不利影响ꎬ 提醒上市公司应该严于律

己ꎬ 更严格地规范自身经营管理活动、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ꎬ
约束和管制违规等机会主义行为ꎬ 从源头上遏制负面声誉

事件的发生ꎮ 第二ꎬ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监管机构处罚

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ꎬ 监管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公

司违规行为的稽查和惩处力度ꎬ 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正ꎬ
有效发挥处罚公告的声誉机制作用ꎮ 此外ꎬ 监管机构在完

善与违规惩罚有关的条例制度、 加大上市公司违规成本的

同时ꎬ 也应深入分析违规行为背后的内在原因ꎬ 并制定出

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ꎬ 将监管的方向逐渐从事后惩罚转

向事前预防ꎮ 第三ꎬ 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方面ꎬ 应强化政

府监督与社会监督的效力ꎬ 借助分析师、 审计师乃至新闻

媒体等市场 “看门人” 的力量提增监管威慑力ꎬ 形成监管

合力ꎬ 切实维护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和投资者合法权益ꎬ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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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ｈｅｌｐ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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