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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许多学者研究了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多元化-绩效关系），结论是

形形色色，互相矛盾的。根据我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我相信多元化与组织绩

效间的模糊关系能够通过考虑人力知识资本在其间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依据

资源基础理论（RBV），我认为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可以影响人力知识资本，

然后由人力知识资本影响绩效。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不能提高人力知识

资本，多元化-绩效关系的效应则可能不显著，甚至会是负相关。所有这些

将能够从中国企业的数据中得到检验。因此，使用中国上市的制造企业样本，

我实证研究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人力知

识资本是多元化与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这个结果对理论研究者和企业管理

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资源基础论的理论角度看，多元化显著影响

人力知识资本，人力知识资本又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从企业管理实

践看，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尚处于规模化和低成本竞争策略

层次，产品开发的关键技术以引进国外先进成果为主，缺乏核心技术研发投

入，盈利能力偏弱，发展受制于人，急需加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中

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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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diversific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has been studied by many 

authors,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mixed.  Based on my field research 

in China, I believe that the fuzz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can be better solved by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it.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 

based theory (RBV), I believe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an 

enterprise can influence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n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can influence performance.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cannot improve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may not be 

significant or even negative.All this will be tested by Chinese 

companies.Therefore, using the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isted in China, I empirically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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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human knowledge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enterprise managers.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diversif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hu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still in its scale and 

low cost competition strategy level, the key technology of produc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foreign advanced 

achievements, the lack of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weak profitability, development of other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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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第 1 节 研究背景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自2012年起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

增长，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能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知

识驱动、技术驱动和创新驱动。厉以宁等（2014）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特

征：经济转型特征显著，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

阶段；经济体制处于“半市场、半规制”的过渡阶段，国家部门在资源配置中

起着主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完善，政府以各种经济

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的干预活动；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

原有的生产模式无以为继，产业升级和创新趋势显著。环境和行业竞争格局的

重大变化促使企业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容易出现

一种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姚铮和金列（2009）的研究表明，企业如

何实现产业转型，一个常见的途径是进入新的产业，多元化经营在有实力中国

企业中已相当普遍。 

在2015-2017期间，我在中国企业间田野研究了他们的多元化战略和多元

http://baike.so.com/doc/3919754-4113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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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后面详细讨论）。例如，研究结果

显示，在企业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的积累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相关性，这似

乎表明了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依据研究，人力知

识资本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综上所述理由，我确定了一个机会帮助解决目前研

究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缺陷—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未能确定。 

已有的大量研究显示，在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方面尚未取得一致结

论，主要有多元化折价、多元化溢价和多元化与绩效无关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持多元化溢价学者认为，相关多元化能够通过在多个产品和业务间的资源协同，

能够比专业化和不相关多元化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Bettis, 1981;Rumelt, 

1974, 1982）。但相当多的学者观点不认为相关多元化能够建立长期竞争优势

（Markides&Wwilliamson, 1994）。在控制了产业影响、先前的绩效或者相

关性差异之后，发现多元化与绩效没有显著关系（Christensen and 

Montgomery, 1981; Grant, Jammine, and Thomas, 1988; Hill, Hitt, and 

Hoskisson, 1992）。而且，Gary（2005）的研究发现，协调和控制成本随相

关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导致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大量学

者的研究表明存在多元化折价现象（Grant et al., 1988; Lang & Stulz, 1994；

Berger& Ofek, 1995；Palich et al., 2000; Penrose, 1959）。中国学者的研究



 

3 

表明，中国的企业多元化经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姚铮和金列，2009），尽管

一些对新兴经济体中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研究结果是，欠发达的制度环境有利于

多元化产生更好的绩效（权圣容等，2012；Guillén, 2000；

Khanna&Palepu,1997），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表现总体上呈负相

关性，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绩效要优于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但并没有对绩

效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田恒，2014）。 

由于一般企业的多元化战略过于关注市场和产业的相关性，限制了管理者

的视野，挑战他们的正常的业务认知范畴，失去对新机遇的判断力（Leonard-

Barton，1993）。研究者们虽然在多元化行为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存在诸多分歧，

他们大多数承认多元化主要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整体业绩（Hitt et.al.，2013）。 

另一方面，依据资源基础理论（RBV），企业为了提高价值和绩效，会更多积

累和控制独有的和难以复制的资源。其中一种资源就是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  

随着高绩效导向的知识经济和技术变革的发展，人力知识资本作为企业不

可忽视的关键资源，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其已成为企业创造价值，

维持竞争优势的原动力（庞川和连智华，2013）。企业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进

行投资所拥有的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的知识及其运用能力的总和，是企业的

战略能力。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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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terjee&Wernerfelt（1988）认为，无形资产可以促进多元化。企业的人

力知识资本（Gort et al, 1985）和核心技能（Rumelt, 1974）可以通过多元化

以最小的成本在相关产品间转移。知识、技术等无形资源难以被模仿,难以被替

代，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以知识、技术等无形资源为基础的多元化才能显

著提高企业绩效（ Szeless et al., 2003）。因此，企业多元化战略若要实现价

值创造的目标，必然要克服有价值、稀有、难模仿和难替代的人力知识资本市

场不完备的影响（Barney, 1991），使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得以转移、扩散、

共享和创造，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造更好的绩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 2 节 研究的问题 

本论文主要研究人力知识资本对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

（多元化-绩效关系）。如上所述，许多学者研究了多元化-绩效的关系，然而

结果迄今未能确定。为进一步研究多元化-绩效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问题： 

  （1） 企业多元化对人力知识资本的影响是什么？ 

（2） 企业人力知识资本对绩效的影响是什么？ 

（3） 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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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3.1 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釆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收集与分

析、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手段，具体如下： 

（1）文献调研：通过文献搜索，收集关于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企业绩

效相关的中英文文献，理解掌握开展本研究所应具备的理论基础。整理以往学

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目的，提出假设，构建理论模型。 

（2）问卷调查：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使问卷调查数据对多元化和人力知识

资本关系进行了分析。为进行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 

（3）数据分析：对于本文的调查数据和面板数据，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

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并对研究模型及相关

假设进行了检验。 

3.2 研究的思路 

本文以组织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多元化和人力知识资本理论文献、探讨

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的关系。丰富多元化-绩效理论，为企业如何采取

有效的多元化战略，增加企业人力知识资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提出了建议。

具体的思路框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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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论文研究思路 

 

第 4 节 研究的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分为两部分：首先在文献综述后进行探索性研究，以了解在

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多元化与人力知

识资本的关系。随后，根据分析结论进一步提出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和绩效

关系的假设，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我们将采取目前唯一可行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这些上市公司数据的整理，客观的测量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等关

键变量，以便检验一系列的理论假设。本论文应有如下理论贡献： 

一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企业的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关

系，弥补了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缺口。 

二是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绩效的关系，丰

研究的结果与展望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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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方法。 

三是探究了人力知识资本在多元化与绩效间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多元化与

组织绩效机理研究的理论。 

这些理论创新为中国企业管理者今后有效开展多元化经营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启示，促使其抓住经济转轨的机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的发展。 

 

第 5 节 论文的结构 

 

文本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引言，介绍本研究的背景和主要研究问题，论述了研究的基本方

法和思路，最后对本研究拟达到的贡献进行了总结。 

第二章是报告我的探索性研究与理论回顾。依据探索性研究，我进一步研

回顾了多元化基础理论、多元化与绩效、人力知识资本、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

的研究。 

第三章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根据第二章的研究基础提出假设，采

用面板数据检验提出的假设。 

第四章是研究成果与展望。通过第三章研究数据，深入剖析了多元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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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知识资本和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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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探索性研究与理论基础 

 

第 1 节 探索性研究 

    在 2015-2016 期间，我在 418 个中国企业管理者间进行了多元化问题的田

野研究 （见附件一）。在这次研究中，我获得了与我现在论文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国内各行业多元化行水平为处于较高水平，突出我们研究多元化创

造价值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2） 多元化优点的问项均值超过基本同意程度，说明答题者多主观地认

为多元化能够改进企业绩效。 

（3） 更重要的是, 结果说明，答题者多主观地认为多元化能够提升企业现

有的信息系统和知识库（人力知识资本）。换言之，多元化有利于

人力知识资本的利用。 

依据这些发现，我考虑有必要通过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检验多元化、人力知

识资本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应该使用更客观而不是自我报告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应能够在没有常见偏差源的情况下测量多元化水平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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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变量。在提出此项研究前，我首先回顾相关文献。 

 

第 2 节 多元化定义 

企业多元化战略，又称多角化、多样化战略等。多元化战略是现代工业企

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后普遍釆用的发展型战略，是企业为了获得可持

续的经营和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釆取的一种战略行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多元化战略在企业实践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研究

领域之一。对于企业多元化的研究，尽管成果汗牛充栋，但中外学者根据不同

的研究目的、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以下是几个

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Ansoff （1957,1965）最早提出了企业多元化的概念。他认为，多元化是

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为寻求长远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成长或扩张行为。多元化

经营主要是针对企业经营的产品种类数量而言的，它是指当现有产品不能实现

企业发展的目标时，企业进入新的产品领域，或者是某种产品市场高利润率诱

使企业进入新的产品领域的战略选择。他根据美国1909～1948年间最大的100

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企业成长的四种基本方向：①在现有市场内的增长；

②在现有市场内销售新产品；③向新市场销售现有产品；④向新市场销售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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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他认为第四种方向，就属于多元化经营。 

Penrose （1959）则将多元化定义为：企业在不放弃原有的产品线的情况

下，从事新产品的生产，包括了各种最终产品的增加，垂直一体化程度的增加，

以及企业运营的生产领域数目的增加。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企业所涉足的

生产领域和行业数量的增加。企业多元化发展的程度与其拥有的资源量相关，

而成功率则与原有专长领域相关。Penrose的定义扩大了多元化的内涵。 

Gort （1962）以《美国标准行业分类和代码》（SIC）中的四位数行业分

类为依据，来计量公司多元化程度。指出“多元化可以定义为单个公司服务的

市场异质性的增加”。并进一步明确道“多元化的含义是一个公司所活动的行

业数目的增加”。但他指出，多元化与异质性市场并不完全等同，在一定程度

上区分了一体化和多元化。 

Chandler（1962）的研究认为，多元化是企业最终产品线的增加。他认为，

产品线的扩展对企业组织管理能力提出的新挑战，即企业由单一产品线发展到

多产品线组织结构也相应地由U型组织向M型组织转变。通过产品线的数量来

定义多元化，区分了公司多元化战略与差异化策略。他运用历史分析法，开创

了多元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研究的先河，指出公司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是公司多

元化经营成功的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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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ce（1980）从市场和顾客角度来界定多元化。在他看来，新业务必须

与现有业务完全无交叉弹性。但是，如果以该标准来划分，所有多元化业务都

必须完全不相关。 

徐康宁（1999）认为，多元化指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其

发展过程中，同时在两个或或更多行业从事经营活动，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

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多元化经营具有诸多不统一定义的根源在于衡量异质性的标准各异。

由于行业本身就是以某种生产经营内涵作为划分的依据，所以我们认为企业多

元化经营的衡量标准采用产品或行业区分的方式更为合适，将企业跨产品或行

业经营的行为界定为“多元化”。本文“多元化”、“多元化经营”与“多元

化战略”概念等同。 

 

第 3 节 多元化的类型 

安索夫（1965）以市场与资源的相关性作为划分依据，认为企业多元化分

成四种类型，即水平多元化、垂直一体化、同心圆多元化、混合型多元化。

Wrigley（1970）依据企业内业务组合的相关性，创新性将多元化分为单一业

务、主导业务、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四类进行研究。Rumelt（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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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七种分类方法，但由于企业报告的不完整性，难以确定七

种类型的比率。一些研究者结合Wrigley 和 Rumelt的方法将多元化划分为单一

业务、适度多元化和高度多元化（Li, 2004；Pandya&Rao, 1998）。当前的研

究者们主要依据基于SIC的连续测量方法从概念上区分了两种多元化战略：相关

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Markides & Williamson, 1994；Silverman, 1999）。

苏冬蔚（2005）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指标体系，如果公司在两个及两个以

上的门类或次类行业中经营则被认定为从事多元化经营。以SIC为基础区分多元

化战略类型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它无法使研究者识别企业多元化战略的不同

动机，如分散经营风险、获得市场力量、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以及利用资源的

专用性、特殊性和因果模糊性（Kumar, 2002）。 

按照业务或市场异质性原则，多元化经营也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Delios& Beamish, 1999）:产品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国际化可以看做是地

域多元化的一种形式。 

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在国内市场进行跨行政区域扩张并非易事，甚至国

内市场的交易成本比国际市场更高（Boisot & Meyer, 2008）。造成这一现象

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安排的结果，形成市场上普遍存在的

行政区域市场碎片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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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多元化模式 

多元化模式是指多元化业务的市场进入方式，包括自建和并购两种（Pitts, 

1976；Pitts, 1977；Yip, 1982）。自建也叫做内部开发，是指企业利用内部资

源和核心能力建立一项新业务（Datta, et al., 1991）。并购则是指企业兼并、

收购市场中已经存在的企业或企业的某项业务。在资本生产发达的西方国家，

多元化并购比较流行，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快捷的市场进入方式，但并购时应关

注目标企业的优势和不足（Berg&Pitts, 1979）；而在资本市场尚待健全的发

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市场机制较弱，并购的障碍较多，企业多采用自建的模

式来开展业务（Nachum, 1999）。 

 

第 5 节 多元化测量方法 

    多元化测量方法见下表。 

表 1  多元化测量方法 

度量方法 名称 判断标准 使用文献 

 项目个数 SEC 分配给企业 Berger 和 0f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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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 

的 SIC 个数、企

业业业业 管理者

公布的项目个数 

（l995） 

多元化哑变量 项目个数是否>1 Servaes

（1996） 

项目个数是否>1,

而且企业 最大项

项项项目 的收入

低 于 总 收 入 的

90% 

Lins 和 Servaes

（2002） 

 

 

连续 

赫芬达指数 项目的销 售收入

或资产比例 

Comment 和

Jarrell（1995） 

熵指数 项目的销 售收入

比例、SIC 

PalePu（1985） 

同心指数 项目的销 售收入

比例、SIC 

Khanna 和

Palepu（2000） 

注:本表转引自曾亚敏,《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动因的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博士



 

17 

论文，2005。 

 

        Gort（1962）利用 SIC 代码开创了多元化研究数量分析，优点是简单易行，

缺点是难以说明公司各业务类别在公司总销售额中的比例，从而扭曲了公司实

际的多元化程度。其后产业组织学派借用市场结构研究中的“赫芬达尔指数”

和“熵指数”的概念，研究公司多元化的程度，并试图寻找多元化同绩效之间

的关系。这种方法易操作，客观性强，有较好的可比性，而且 SIC 数据的可获

得性还增加了计算的可复制性，从而使该方法获得广泛认同。但是他们没有区

分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的类型，所以无法准确挖掘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

关系。 

希特&爱尔兰（2012）根据多元化的层次和各业务间的关联程度，将多元

化公司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多元化层次的不断提高，共分为五类业务。单

一业务和主导业务的低层次多元化，而较高层次的多元化按照业务间是否存在

联系分为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如公司间可能共享产品、技术、分销渠

道。非相关是指不同业务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表 2 多元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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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层次 多元化类型 多元化比例 

低层次多元化 单一业务型 95%以上的收入来自某个单一业务 

主导业务型 70%-95%的收入来自某个单一业务 

中高层次多元化 相关约束型 来自主导业务收入低于 70%，且所有

业务共享产品、技术和分销渠道 

相关联系型 来自主导业务收入低于 70%，且各业

务之间存在有限的联系 

极高层次多元化 非相关 来自主导业务的收入低于 70%，且各

业务间不存在联系 

希特&爱尔兰（2012）改编自 Rumelt（1974） 

 

第 6 节 多元化主要基础理论 

现行的多元化理论无一不在解释企业为何多元化。多元化动因之所以有不

同的理论，主要是因为对市场不完备性（imperfection）的不同。

Hoskisson&Hitt（1990）认为，企业市场不完备性与多元化的关系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资源的异质性；第二，外部和内部企业对多元化的诱

因；第三，多元化的管理者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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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的成功与收益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自

身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甚至这一点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Rumelt, 1982）。

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在一个管框架组织下的

独特的生产性资源集合体（Perose, 1959；Wernerfelt, 1984），企业多元化

战略应该寻求现有资源的利用（Montgomery, 1994; 

Montgomery&Wernerfelt, 1988）与新资源开发之间的平衡，形成资源的范

围经济（Panzar&Willig, 1981）。Barney（1991）进一步发展了资源基础观，

他认为企业资源是指企业所控制的，能够使企业构思和实施设计好的战略得以

有效实施并获得良好效果和效率的企业特性，包括了全部的财产、能力、竞争

力、组织程序、企业特性、信息、知识等。能力理论是资源论的发展，意欲成

为能力领导者的企业倾向于围绕核心能力进行水平多元化，而非垂直一体化

（Hamel, 1994）。在实证研究中，资源被分为有形资源（厂房、设备等）、

无形资源（技术、经验等）与资金资源。各类资源均能促进多元化

（Hoskisson & Hitt, 1990；Chatterjee & Wernerfelt, 1991；Farjoun, 1998；

Kochhar & Hitt, 1998）。 

随着多元化理论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多元化动机协同效益实现机制成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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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潮流。因协同的主动性往往低于期望，所以共享资源产生的潜在收益是不

会自动实现的（Goold& Campbell, 1998）。Lin et al（2006）使用267家美

国银行企业样本研究了多元化与人力资源专业能力的交互影响，发现企业拥有

较高的人力资源专业经验，多元化的效果更好。Dunning（1988）的生产折衷

理论认为，企业具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具体包括无形资产上的优势，指在专利、

专有技术、商标与商誉、技术开发创新能力、管理以及营销技术等方面的优势；

交易性所有权优势，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经营、合理调配各种资源、规避

各种风险，从而全面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所获得的优势。Delios& Beamish

（2002）研究了399家日本制造企业，发现拥有所有权资产的地域多元化和产

品多元化企业绩效较高。所有权资产包括专业经验、专利技术、品牌等无形资

源。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一系列独特资源的集合（Wernerfelt, 1984；

Barney, 1991）。Penrose（1959）认为，企业总是存在一些未被利用的资源，

多元化作为企业的成长战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更加充分利用现有优势

资源的必然选择之一。范围经济是指通过资源和能力共享，或者将一个业务建

立的一种或多种核心竞争力传递给其他业务，从而降低公司成本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用于在多个产品市场或行业中运营的公司（Porter, 1985）。De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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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ish（2002）认为，多元化是企业在价值链上具有所有权资产的反映。相

关多元化能够创造价值的解释主要是：价值链的各环节的合并产生协同效应，

降低运营成本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 1975），以及实现价值链的资源共享

（Barney, 1986;Peteraf, 1993; Wernerfelt, 1984）。 

6.2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 

Williamson（1975）认为，企业多元化的理由是利用内部资本市场。由于

市场失灵而存在的高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企业往往通过多元化经营内部化使

用其资产。企业对那些高专用性的资产和服务尤其如此。其结果是，企业建立

用于有效地分配资本的多分部结构的内部资本市场。Martin&Sayrak（2003） 

研究发现，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比较困难时，特别是在外部资本市场并不完善

的时候，多元化企业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实行内源性融资，减少资本投资失

败的机率，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为股东创造了价值。 

6.3 投资组合理论 

组合理论认为，企业多元化投资能够平衡风险和稳定收益。Markowitz

（1952）提出的投资组合认为，投资风险分成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将

资产投入到若干个不同的行业作为一个投资组合，通过不完全相关的投资组合，

可以在不影响预期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有效地分散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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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总体性的投资风险。Markham（1973）认为，只要多业务公司的各业务

现金流不完全相关，公司总体的现金流的变动性，即总的风险会因多元化而降

低。Lubatkin&Chatterjee（1994）研究发现公司多元化与股票收益风险间是

“U”型关系。因此，公司最小化经营风险的方法是相关多元化而非专业化或

完全无关多元化。 

Chandler（1977）的企业成长理论认为，当企业所从事的现有行业缺乏增

长潜力和竞争力，同时企业又拥有拓展到其它领域的资源与能力时，多元化经

营就成为企业成长的必然选择。Stimpert和Duhaime （1997）通过对财富500

企业的研究也证实,现有行业的衰退和低利润率是推动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重要因

素,在低利润和成长机会较少的行业经营的企业倾向于通过新的行业进行扩张。

根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成功的多元化可以使企

业的收入来自不同的业务单元，减少企业获利的不确定性（Wang&Barney，

2007）。多元化可以使公司的投资灵活地转向回报高的市场，而不是“将所有

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Zhou& Wu, 2009）。Lubatkin& Chatterjee 

（1994）认为，相关约束多元化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获得超额回报。薛有志和

周杰（2007）指出，一个公司开展全新的战略皆是为了突破公司发展的“瓶

颈”，以实现新的增长点，以增加公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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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市场力量理论  

市场力量理论观点是多元化是公司为建立市场竞争优势的结果。Edwards 

（1955）认为，多元化企业所釆取的竞争策略是依靠企业所涉及行业之间资源

的集成优势，在其所从事的行业经营范围内取得整体利润的最大化。Markham 

（1973）、Paleu （1985）等学者认为，多元化企业往往采用掠夺性定价、互

惠营销、互相忍让三种方式利用和建立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多元化公司若拥

有强大的资源优势，某一个业务领域获取的利润能够用在弥补另一些领域开展

掠夺定价的损失，通过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低得成本销售产品，实现把竞争对手

挤出市场的意图。重复博弈理论指出，公司以个人利益出发而同其他竞争对手

“串谋”，即或相互“容忍”，降低自身攻击行为，分别开展不同形式的相关

多元化，进而缓解竞争态势，这样各自公司皆可以获得既得利益

（Bernheim&Whinston, 1990）。 

多元化战略是企业扩大规模惯常采用的方式（Chandler, 1977）。

Montgomery, C. A. （1985） 的研究表明，适度多元化可以加强市场力量。我

国许多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控股地位，使得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并非完全是市

场作用的结果。比如企业为了进入国家或世界级大型企业所进行的多元化扩张

战略，具有行政色彩，给多元化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周晓艳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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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2003）。不过许多研究表明，多元化战略也是中小企业的一个不可忽视

的公司层战略，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开展了多元化战略，且从企业的成长视

角来看，许多小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战略而逐渐成长为大型企业（孟执芳和陈

志军，2005）。魏成龙和刘建莉（2007）对我国商业银行样本按资产规模大

小主观分类，发现了多元化经营绩效同商业银行规模大小呈同向关系尽管三十

多年改革开放使我国诞生了不少世界级企业，但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在发展和完

善过程中，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经过多年人力知识资本的积累，企业通过多元

化战略扩大经营规模，以参与国内和国际日趋激烈的竞争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

主要趋势。 

6.5 代理理论 

普遍认为企业的代理问题损害企业的多元化价值（Hoskisson&Hitt, 

1990）。在现代企业中，经常存在公司决策的管理（managers）和承担这些

决策的财富结果的所有者（shareholders）分离的情况。代理理论认为，追求

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管理者（代理人）会采取与所有者（委托人）利益不一致的

行为（Jensen&Meckling, 1976）。代理理论指出，由于经营者不完全拥有剩

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在公司发展方面的决策将更多地考虑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而在此同时可能损害了公司的价值（Rajesh k.et.al.，2003）。Amihud&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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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是这方面实证研究的开创者。他们认为，企业多元化行为可以看为是

用来减少管理者人力知识资本风险的手段。管理者进行多元化也许并不从资源

基础、市场失效、制度因素或资产组合等方面出发，而是考虑降低自身就业风

险和提高自身报酬水平（Hoskisson & Hitt, 1990； Lane Cannella&Lubatkin, 

1998； Amihud&Lev, 1999；Rose&Shepard, 1997）。Amihud& Lev 

（1981）的研究证实，管理者多元化动机与投资者相悖，主要是降低管理者的

雇佣风险，如失掉工作或声誉损失等。经理人利用对企业实际经营控制权和信

息权,将企业诸如自由现金流之类的剩余资源投入到其它产业或项目,迅速扩大企

业经营规模,最为显著的手段就是实施多元化经营,起到“立杆见影”之效,所以

经理人具有强烈的多元化经营的动机（Jensen, 1986）。张春龙和张国梁

（2015） 选取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采用面

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对公司多元化具有重要影响，高管

权力越大，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越强，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企业的代理问题使管理者背离股东价值，需要通过适当的战略改善治理机

制提高企业价值（（Shleifer&Vishny, 1997）。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际

上的一系列公司治理方面的重大丑闻和危机，促使公司治理受到各方的关注。

李维安（1996）提出“行政型治理”的理念，他认为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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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过程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变的过程，即不断弱化行政型治理、

强化经济型治理的过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程中，是行政型治理不断弱

化和经济型治理逐渐强化的过程，也是企业人力知识资本逐步提升的过程。李

维安（2006）认为，如果以一九九零年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

改革实践为开始的标志，关于公司治理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伴随着中

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企业人力知识资本、关

系资本的增长。在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对于公司治理的关注度显现出“爆炸

式增长”与“丛林”的态势（李维安，2010），公司治理开始与战略管理研究

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发展中国家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容易出现一种潮涌现象（林毅夫，

2007）。由于不相同的行业之间具有不同的利润空间，这种行业间利润差异会

诱惑企业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存在良好发展前景，且利润空间较大的行业中去，

由此形成了类似“潮涌”的多元化的趋势。因公司治理主要是协调公司内部参

与各方权利与责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考虑到权利制衡情况的同时，决策的

科学性则显得尤为重要（李维安，2001）。而多元化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

公司治理的差异则必然会在公司决策层面对其多元化战略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影

响，进而关系到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与公司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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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化战略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方面，Nalebuff &Stiglitz（1983）

论证了多元化经营能促进市场竞争，减小了依靠提高价格或降低成本来提升利

润的可能性，从而促使经理人尽可能提升人力知识资本，并依靠自身努力提升

业绩。多元化经营在加强市场竞争的同时，也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同业绩效信息。

股东能够据此观测到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和人力知识资本水平，降低与管理层信

息不对称的影响（阮珂等，2015）。Grosfeld &Tressel（2001）对波兰华沙

证券交易所1991—1998 年200家上市的私营新创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多元化经营引起的有效竞争和公司治理的共同作用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阮珂

等（2015）基于公司治理结构和多元化经营的视角，运用我国16 家上市银行

2004—2013 年数据，通过回归考察了内生性因素影响下的多元化经营和公司

治理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和多元化经营之间存在

显著的交互效应。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而多元化有利于改善股权结构即高层人力知识资本水平。 

6.6 制度理论 

制度学派自十九世纪创立以来，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为目的。政府政策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主要是反托拉斯法和税法。

Ravenscraf&Scherer（1987）、Markides（1995）等研究表明，美国直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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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限制水平和垂直并购的反托拉斯法导致60～70年代混合多元化的

盛行；但是到80年代这些限制放松时，企业又流行回归主业的剥离和并购。在

研究转型经济或新兴经济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多元化时，普遍采取制度理论解释

（Guthrie, 1997；K；hanna&Palepu, 1997；Peng, 2003；Li&Wong, 

2003）。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一定作用，但企业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替代市场机制的多元化战略获取资源。说明在解释发展中国家

企业多元化动机和战略时，要考虑制度因素。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多元化战略是企业利用外部环境机会的过程。Delios

等（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竞争对手多元

化行为的影响，两者之间是线性的正向影响。Hansen（1991）认为，环境的

变化影响行业投资，进而影响企业多元化战略。Khanna和Palepu （1997）对

新兴经济体的多元化集团研究后发现，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受到市场机

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企业

通过多元化经营可以更好地将企业融资从外部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本市

场而获益。Meyer et. al.（1992）的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认为,多元化营的企业实

行跨行业的交叉补贴现象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Majd和Myers （1987）的

税收节约理论提出，税法对于企业收益和损失的非对称性处理导致了专业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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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税收节约方面处于劣势，而多元化企业由于项目之间存在着交叉补贴或关

联交易的现象，可以用某些项目的损失冲减另一些项目的收益，起到合理规避

税收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中，制度环境不断变化，而制度环境又是影

响企业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宋铁波等（2010）认为，区域制度环境

通过对区域高级生产要素、区域内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产生作用，进而决定企

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基础与约束，最终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正式

制度约束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在利用区位优势与形成本身特定优势的基

础上，成为业务领域的“专家”，倾向于选择地域多元化战略；而非正式制度

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通过构建各种当地关系网络成“本地通”来形成优

势,更倾向于选择产品多元化战略。 

6.7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是由哈佛大学教授 Mason（1939）提出，后由 Bain（1968）

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SCP 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

该理论认为行业结构决定了行业的竞争态势，进而决定了行业中企业的行为，

而企业行为又会对经济绩效造成影响，也就是说行业结构是企业行为和绩效的

决定性因素。Poter（1980）将这一范式引入了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分析，形成

了了战略管理的产业组织模型（I/O model），并提出了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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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工具——五力模型，该模型指出有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行业的盈利能力：

新进入者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顾客的讨价还价能力

以及现有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Keats&Hitt（1988）对110家大型制造企业研究后发现，环境的丰裕度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不稳定性（instability）和复杂性

（complexity）影响多元化战略和企业规模。Tan&Lee （2013）实证检验了

产业环境对台湾汽车产业多元化的影响，发现动态的产业竞争环境正向影响多

元化的动机。企业通过多元化活动扩大企业规模，以应对不确定的产业环境，

分散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战略选择造成了两个重要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新的

产业进入机会。韦小柯（2008） 对中国256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采用纵向分析

方法, 实证检验了绩效对多元化战略的作用。结果显示, 企业以往绩效和主营产

业以往绩效不但能显著影响多元化程度。赢利能力低、不具备结构吸引力的产

业中的企业为了摆脱当前产业, 会以“被动型多元化”进入新的产业, 其多元化

水平相对较高, 而且较多地采用无关多元化。赢利能力强的产业中的企业为了充

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或能力优势, 会采取“主动型多元化”, 即较多地开展相关多

元化。这也是导致不相关多元化折价与相关多元化溢价结果的重要原因，而不

完全是多元化战略选择的结果。刘娜和易佳（2015） 对2012年40家寿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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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寿险公司经营绩效与业务多元化

呈正相关关系，与经营多元化呈倒Ｕ型的关系。Khanna & Palepu（1997）认

为，在新兴经济体中由于制度、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备，多元化可以降低

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苏冬蔚（2005） 深入

分析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理论与经验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

多元化溢价现象，产生多元化溢价的原因是核心能力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多

元化经营战略，并且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可能较为有效。柯颖&刘运

林（2016）基于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

stata11软件构建两个面板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

多元化经营时提高了盈利水平，同时也分散了风险。战颂（2016）利用2008-

2013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

业务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制度环境对地域多元

化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具有增强调节作用。 

许多学者将上述理论以为企业创造价值、降低价值和结果不确定性加以分

类，我们认为，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多种动因的综合产物，这为多元化与企业绩

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判断上增添了复杂性。单就某一理论来说适度有益，过度有

害。比如资源基础理论的范围经济，适度多元化因协同的成本较低绩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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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多元化则由于控制成本和协调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绩效降低。此外，多

元化主要基础理论假定从业者是完全理性的，拥有相同的知识结构，采用相同

的逻辑思维方式，注意到相同的机会和威胁，并且还追求相同的目标（王永健

等，2015）。但是，这些却无法解释在一个由从业者认知系统主导的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的主观世界里，如何解释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战略管理学者大多从管

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认知角度，探究多元化战略的动机。但是在企业多元

化研究领域，从业者对企业多元化战略认知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这也为本研

究提供了较大的理论研究空间和契机。 

 

表3 多元化主要基础理论比较 

序

号 

理论 理论内容 主要研究者 

1 

资源基

础理论 

    企业多元化战略应该寻求现有资

源和能力的利用与新资源和能力开

发之间的平衡，形成资源的范围经

济。 

Perose, 1959；

Wernerfelt, 1984；

Montgomery,1994； 

Montgomery&W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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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elt,1988；Teece，

1980 

2 

市场力

量理论 

    多元化企业往往采用掠夺性定

价、互惠营销、互相忍让三种方式

利用和建立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 

Edwards, 1955；

Markham, 1973；

Paleu, 1985；

Bernheim&Whinsto

n,1990 

3 

投资组

合理论 

    通过过不完全相关的投资组合，

可以在不影响预期投资回报的情况

下，有效地分散投资的非系统性风

险，从而降低总体性的投资风险。 

Markowitz, 1952；

Markham, 1973；

Lubatkin&Chatterjee

, 1994 

4 

制度理

论 

    在新兴经济制度环境中，多元化

可以替代部分市场功能，内部化资

源和能力的转移，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 

Peng, 2003；Guillén, 

M. F. , 2000；Khanna 

and Palepu,1997 

5 内部市     由于市场失灵而存在的高交易成 Williamso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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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论 本和不确定性，企业往往通过多元

化经营内部化使用其资产。 

Martin&Sayrak, 2003 

6 

代理理

论 

    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追求企业多元化规模的增长,忽

视企业的资产质量和利润的最大

化,从而产生过度投资问题。通过

多元化经营,经理人可以达到诸如

规避失业、避免职业声誉损失等潜

在职业风险的目的。 

Jensen&Meckling,19

76；Rajesh k.et.al. , 

2003；Amihud&Lev, 

1981；Hoskisson & 

Hitt, 1990 

7 

产业组

织理论 

行业结构决定了行业的竞争态

势，进而决定了行业中企业的行

为，而企业行为又会对经济绩效造

成影响，也就是说行业结构是企业

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Mason, 1939；Bain, 

1968；Port, 1980 

作者整理 

 

        小结：根据以上的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许多管理理论都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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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研究了多元化问题。 对当前我的研究来说，我认为资源基础理论（RBV）

是最适合的理论。  理由是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的人力知识资本的效应是本论文

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这篇论文的其余部分，我会以资源基础理论（RBV）作

为核心理论。  

 

第 7 节 多元化与绩效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化一直是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也是争议

最多，至今尚未有一致结论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理论,主要有资源基

础观、市场力量理论、内部市场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代理理论、产业组织理

论和制度理论。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检验多元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往往得出不

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从已有的大量研究看，在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

方面主要存在多元化折价、多元化溢价和多元化与绩效无关三种不同的观点。 

持多元化溢价学者认为，相关多元化能够通过在多个产品和业务间的资源

协同，能够比专业化和不相关多元化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Bettis, 1981；

Rumelt, 1974, 1982；Palich et al., 2000）。但相当多的学者观点不认为相关

多元化能够建立长期竞争优势（Markides&Wwilliamson, 1994）。一些学者

怀疑企业战略是否对绩效有影响，认为绩效的差异主要源于产业和（或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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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单元的作用，企业战略的影响很小或者根本不存在（Rumelt,1991）。在控

制了产业影响、先前的绩效或者相关性差异之后，发现多元化与绩效没有显著

关系（Christensen and Montgomery,1981；Rumelt, 1982； Grant, 

Jammine, and Thomas, 1988；Hill, Hitt, and Hoskisson, 1992）。如果真是

如此，那所谓的公司战略管理就无实践意义，也没有必要再去探讨作为公司层

次战略的多元化了。然而，近来对企业绩效差异来源的研究釆用了更合理的抽

样方式和更有说服力的统计分析方法，发现多元化战略的作用不仅存在，并且

对企业绩效很重要。Gary（2005）的研究发现，协调成本随相关多元化程度的

提高而增加，导致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大量学者的研究显示存

在多元化折价现象（Grant et al., 1988; Lang & Stulz,1994；Berger& 

Ofek,1995；Palich et al., 2000; Penrose, 1959）。O'Brien et al.（2014）对

大样本日本企业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证明了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企业债务与

绩效负相关的观点，即企业更多的债务将导致多元化进入新市场的绩效更低，

尤其是企业债券的影响更大。他们还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密集（R&D 

intensive）型企业损害是加重的。 

Johnson&Thomas（1987）以英国酿造业为背景，研究多元化、产业结

构和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在英国酿造产业，更聚焦的、有限多元化的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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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竞争的企业更可取。产业内平衡范围经济和组织规模不经济存在一个最优水

平。英国酿造业中的企业战略与产业结构重要特征有效匹配。 

Keats&Hitt（1988）对110家大型制造企业数据研究后发现，在样本组织

中环境越不稳定，多元化和事业部化水平越低；战略跟随产业结构；企业规模

在战略和结构间并没有中介作用。而且环境不稳定和多元化正向影响市场绩效，

环境不稳定负向影响运营绩效。 

权圣容等（2012）利用韩国30 家大型企业集团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

14 年（1990-1996，1999-2005） 的财务数据，以企业经营管理因素为自变

量，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衡量不同多元化程度的企业绩效差异。结果表明金融

危机促进了企业对内部管理因素的重视，并使企业改变对于危机管理的态度；

危机之后，企业的经营因素与经营成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低多元化

企业较高多元化企业表现出更好的经营绩效。 

一些研究认为，新兴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多元化是有益的（Guillén, 2000；

Khanna and Palepu,1997）。他们的观点是，在新兴经济中存在金融和市场中

介的无效和缺失问题，多元化企业通过内部化这些功能替代发达经济制度环境，

以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Chang &Hong（2002）将韩国企业集团的收益

差异参考文献划分为企业集团（母公司）效应、产业效应和联营公司效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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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发现大量的企业集团效应和产业效应与联营公司效应一起发生，企业

集团在发展中国家中通过替代无效市场发挥重要作用。Chakrabarti et al.

（2007）检验了不同制度环境下经济稳定和危机期间多元化对绩效的影响。他

们的研究设定在六个不同制度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结果显示，发达制度环境

中多元化负向影响绩效，而最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多元化提高绩效。甚至在经

济危机时多元化还能够实现有限的收益。中国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多元化经营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姚铮和金列，2009），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表

现总体上呈负相关性，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绩效要优于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

但并没有对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田恒，2014）。大多数研究显示，

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呈负相关性，多元化“折价论”适用于中国

企业。 

Miller（2004）认为，多元化绩效低的原因大多是多元化后的企业较少的

在创新上进行投入,特别是事业部制的多元化企业在创新投入上进行严格的财务

控制。由于专业经验等无形知识资源受市场失效限制，需要企业通过多元化才

能在新产品上应用这些资源（Teece, 1980）。多元化中的价值创造来自于知识

资源的范围经济Miller（2004）。早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当

利用有价值、稀有、难以模仿资源的范围经济的时候，企业多元化就会产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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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收益（（Barney, 1986； Peteraf, 1993； Prahalad and Hamel, 1990； 

Wernerfelt, 1984）。相关多元化创造价值的研究者认为，多元化企业不同业

务间可以共享技术（Robins&Wiersema,1995）或人力知识资本（Farjoun, 

1998）,通过主导逻辑和协同效应创造投资回报（Markides and Williamson, 

1994）。帕特里克•沙利文（2006）提出，为了管理及萃取人力知识资本中的

价值，公司必须了解它运营的内外部情境。外部情境关注行业中影响公司长远

生存能力的根本力量及公司目前的机会，主要包括外部环境、行业特性等环境

要素。企业内部情境集中在方向、资源和竞争的能力，包括企业战略、企业规

模、企业资源等组织要素。因此，基于内外部环境的多元化能够影响人力知识

资本，进而影响绩效。 

既然大多研究显示企业多元化经营有损于绩效，并不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

为何还有很多中国企业热衷于多元化战略呢？研究表明，首先，中国是一个新

兴市场，也是一个独特的经济转型国家，在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不同发展阶

段上，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多样化发展的机会，“诱惑”了中国企业实施多元化

战略。其次是国家管制的行业纷纷开放，为外部企业带来了进入的机会。第三

是，由于比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市场分割，使中国企业多元

化发展比较容易。第四，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企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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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元化来获得外部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支持和内部低交易成本的资本市场。此

外，管理者有强烈的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力，因为企业规模越大，他自己的位置

就稳固，收益就越多（ Hoskisson 和Hitt, 1990） 。在国有企业集团中，由于

所有者缺位，导致对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他们多元化经营的动机更强。 

近几年，中国情景下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7.1 正向作用 

王心泉等（2016）以2009-2010年13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

表明，创业型企业中的多元化战略行为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创业型

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绩效的提升越显著。 

黄山等（2011）利用 311 家非国有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数据研究发现，行业

开放度正向调节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行业逐步开放的时

期，非国有企业集团对开放度较低行业的涉足有可能获得“额外”收益，同时

由于大量“隐形玻璃门”的存在，使开放后的行业竞争结构不至于立刻恶化，

因此所获得的“孤波”收益可以维续一段较长时间。但是对机会的把握仍需要

建立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如果一味追求“寻租”收益，忽视了核心能力的

培养，过度不相关多元化，必然使多元化的成本超过收益，最终损害企业绩效。 

肖星&王琨（2006）以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派系”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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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多元化经营对成员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集团模式多元化的经营

方式能显著提高成员企业的价值。然而,集团拥有对成员企业绝对或相对的控制

权、或者集团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机构时,采取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的概率显著下

降,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也有所减弱。 

7.2 负向作用 

张春龙&张国梁（2015）以 2007～2011 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

现高管权力与公司多元化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权力越大，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越

高。一方面，权力为高管将多元化动机转化为最终决策提供了实现手段；另一

方面，高管权力引发的过度自信也使高管有更多的多元化投资冲动。（２）高

管权力越大，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越重。基于高管私利的多元化动机

将损害公司绩效，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大，多元化投资的冲动增加且成为现实的

可能性更高，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越明显。  

刘欣（2014），以深、沪两市 1993 年—2012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

样本，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检验了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多元化和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大于金融

危机后。 

柳建华（2009）以 2002-2004 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多元化减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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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上市公司产权约束不同,多元化投资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地方政府

控制的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绩效最差,私有产权的次之,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我们从代理成本的视角考察了多元化

在不同产权约束下多元化投资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发现经营者的自利、政府干

预和大股东自利是导致多元化折价在产权约束不同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差异的重

要原因。 

张红等（2015）基于新型资本市场现状，以 113 家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

样本，采用 2007—2013 年时间序列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表明：房地产上市公

司各种类型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显著性关系不强。具体而言，地域多元化对企业

绩效折价效应最小，产品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折价效应其次 

王鲁平等 （2011） 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背景下,分析了股权结构和多元

化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运用 2003-2008 年我国 594 家非金融类上市公

司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从而揭示出终极控股权性质对多元化战略及多元化绩效

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股权控股公司的股权集中有利于降低多元化程度;市

场化公司股权控股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则有利于提高多元化程度;而对于私有股权

控股的公司而言,股权集中有利于降低多元化程度,提高公司绩效。关于绩效方面,

专业化公司的绩效显著好于多元化公司的绩效。在不同控股权的公司中,市场化

http://gb.oversea.cnki.net.lib-ezproxy.hkbu.edu.hk/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PFD&sfield=au&skey=%e7%8e%8b%e9%b2%81%e5%b9%b3&code=09061855;2812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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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控制公司的多元化绩效最好,私有股权公司次之,而政府股权公司最差。 

7.3 倒 U 型作用 

周豫&李秀娟（2014）基于 16 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 2005—2012 年的面

板数据，发现在多元化水平较低的初始阶段，多元化带来的风险分散与内部一

体化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绩效，但是随着多元化水平的不断增大，银行的交易成

本和管理成本逐步增加，最终对银行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符合投资组合和资源

基础理论。张平（2011）以 2007 年 198 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

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一方面，中国企业集团通过建立

内部市场，提高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效率，能够较好地抵消外部市场失效所带

来的多元化经营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在我国企业集团的监管体制仍然不完善的

条件下，高度的不相关多元化产生了严重的代理问题，导致代理成本急剧上升，

从而抵消了多元化的优势。 

李心宇&安同良（2012）多元化与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固定成本的分摊、

共享资源在多元化部门低成本地复制以及部门之间的学习与扩散。然而，当现

有的共享资源无法满足企业的有效运行时，相关多元化的优势便会消失。因此，

在达到拐点之前，相关多元化有利于提高经营绩效，一旦跨过拐点，企业的经

营绩效将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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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没有作用 

韦小柯（2007）针对 281 家上市公司 2002～2005 年报数据研究表明，

产品相关性和资源相关性对财务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他认为，制度环境的差

异会使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表现出与欧美企业不同的特征；我国企业大多缺

乏西方企业焦点（focusing） 战略所依赖的战略资源；与欧美企业相比, 我国

企业的多元化更为强调市场机遇和战略灵活性。 

7.5 调节作用 

陈昀等（2011）研究了 2004～2006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 227 家样本企业

后发现，高管团队凝聚力、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在非相关多

元化战略中, 高管团队凝聚力、非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胡钢（2013）以 156 家制造类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在动态能力较强

的情况下,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并直接的正向影响；在动态能力较弱的情

况下,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并直接的负向影响；动态能力的强弱会对“多

元化- 企业绩效”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 

杨东进等（2013）对 2010～2012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 393 个房地产

企样本的研究得出，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对企业

绩效的直接提升作用不显著; 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业务多元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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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但业务多元化发展会削弱企业的绩效水平; 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

于企业区域多元化能力的提升，但区域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且当政治关系较弱时，区域多元化会削弱企业的绩效水平。 

7.6 中介作用 

孙彤等（2013）以浙江省上市民营企业 2007—2011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动态能力中变革创新能力和学习吸收能

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源整合能力却有显著的负影响；企业动态能力中

资源整合能力和学习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影响，而变革创新能力却对绩效

有反作用；多元化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动态能力而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张毅等（2013）对 1999-2009 年 20 家物流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后得出，多

元化战略对成本效率和企业绩效都有显著的影响；成本效率对绩效具有显著的

影响；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通过成本效率实现的，研究结果支

持企业的成本效率是多元化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的假说。 

吴晓波等（2014）基于 135 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对业务多元化、技术

学习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业务多

元化相关性对技术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技术学习在业务多元化相关

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业务多元化相关性不仅会直接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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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产生影响，还会通过技术学习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随着多元化程度的加大，企业管理、机构、运营的复杂性增加，推高了协

调成本和整合成本，当多元化程度超过一个最优点或阈值，多元化成本会大于

收益而变得不经济。企业能从适度的多元化中收益，而过度的多元化会损害绩

效 （ Dess et al., 1995 ； Hoskisson and Hitt,1994 ； Montgomery and 

Wernerfelt, 1988）。Markides（1995）提出了“归核化”的概念。所谓归核

化，意指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将其业务集中到其资源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

归核化不等于专业化，也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多元化，而是强调企业的业务与企

业核心能力的相关性，强调业务向企业的核心能力靠拢，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 

贾良定等（2005）的研究发现，西方理论界和中国企业界对多元化动机的

认识共性是，着重从资源基础和资产组合角度来考虑企业多元化的动机。两者

差异主要是西方理论界比较强调资源论、交易费用论和代理论方面的动机因素，

而中国企业界比较强调资产组合论、政府政策论和制度论方面的动机因素。通

过对中国经济背景下，多元化与绩效关系主要研究文献的梳理，总结我国企业

多元化具备的四个特点： 

1. 制度环境是企业的多元化的推手。在外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我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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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战略把企业的资本、有形资源、劳动力、产品交易内部化, 降低外部市

场失灵的负面影响, 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2. 企业大多缺乏战略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和能力。长期的卖方市场，使企业

通过模仿就能生产和销售产品，大多数行业的技术壁垒均比较低。缺乏长期积

累才能形成的核心能力（Prahalad&Hamel, 1990）, 难以依托战略资源、核心

能力开展更深程度的多元化。 

3.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较多新产业机会。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产业准入

政策的放宽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为企业多元化提供了机遇；产业升级也促生了

一批新的产业机会，如互联网+、节能环保、健康养老、大数据云计算、现代

物流等，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快速进入这些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4. 工商管理教育历史较短。受过良好工商管理培训的经理人员较少，特别

是中高层管理者；缺乏完善的经理人市场, 职业经理人的流动性较低，企业难以

通过市场获得满意的管理人员，企业人力知识资本不强。 

    梳理中外企业多元化经营理论发现，观点各异甚至相左。如果从其内在逻辑

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源于研究视角不同。企业多元化经

营理论的研究视角可以归纳为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内部能力的匹配

性，通过主导逻辑和协同效应创造投资回报（Markides and Willi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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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是采

用培育、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主导逻辑, 而人力知识资本是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

基础与源泉。大多数人力知识资本研究者（Stewart,1997;Bontis,2001;Van 

Buren,1999）和 Barney 的资源基础理论（1991,1997 和 1992）一致认为，

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的关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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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关系主要研究成果 1 

分类 研究者 发现 样本数据 

正向作用 

姜付秀&陆正飞，

2006 

多元化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 2001-2004 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 

苏冬蔚，2005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上市公司样本 

肖星&王琨，2006 

集团模式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能显著提高成员企业的

价值。 

以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派系”公司为

样本 

王心泉等，2016 创业型企业中的多元化战略行为与公司绩效呈显著 以 2009-2010 年 130 家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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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创业型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

绩效的提升越显著。 

公司为样本 

负向作用 

姚俊等，2004 多元化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 

593 家上市公司在 1999-2001 年间的

数据 

张翼等，2005 

多元化程度与资产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成负相关关

系。 

2002 年上市的 1032 家非金融公司作

为样本 

洪道麟&熊德华，

2006 

多元化会损害经营绩效，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损

害会更加严重。 

1999-2003 年间上市公司的数据 

刘欣，2014 多元化和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深、沪两市 1993 年—2012 年我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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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柳建华，2009 多元化减损企业价值。 2002-2004 上市公司为样本 

倒 U 型作用 

李心宇&安同良，

2012 

相关多元化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 U 型关

系，而不相关多元化与经营绩效显著线性负相关。 

2010 年 572 家中低技术制造业上 

市公司为样本 

张平，2011 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 

2007 年 198 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样

本 

周豫&李秀娟，2014 多元化水平对银行绩效存在倒 U 型影响。 

16 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 2005—2012

年的面板数据 

 

表 5 中国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关系主要研究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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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研究者 发现 样本数据 

没有作用 

朱江，1999 多元化与经营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150 多家上市公司 1997 年的数据为

样本 

金晓斌等，2002  多元化经营是中性的。 

379 家上市公司 1998-2000 年间的样

本 

张小红，2010 多元化和经营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上市公司 2005-2007 年间的数据为样

本 

韦小柯，2008 

实证研究表明, 产品相关性和资源相关性对财务绩效

均没有显著影响。 

281 家上市公司 2002～2005 年报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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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 

黄山等，2011 行业开放度改善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 311 家非国有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张春龙&张国梁，

2015 

高管权利负向调节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 2007～2011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 

陈昀等，2011 

高管团队凝聚力、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

效应；;在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中, 高管团队凝聚力、

非市场社会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2004～2006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 227

家样本企业 

胡钢，2013 

在动态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着显

著并直接的正向影响。 

156 家制造类企业的调查数据 

杨东进等，2013 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 2010～2012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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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提升作用不显著。 393 个房地产企样本 

中介作用 

孙彤等，2013 

多元化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动态能力而间接影响企

业绩效。 

以浙江省上市民营企业 2007—2011

年的面板数据 

张毅等，2013 

企业的成本效率是多元化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

变量。 

1999-2009 年 20 家物流上市公司数

据 

吴晓波等，2014 

技术学习在业务多元化相关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

了部分中介作用。 

135 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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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人力知识资本定义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1999）指出，由信息和知识驱动的“新经济”

的出现，使智力资本成为商业和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人力知识资本可以被视

为智力资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新经济”中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新材料、知

识经济、创新都决定了人力知识资本在组织价值和绩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Boisot, 1999）。但人们对于人力知识资本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Honery, 

1999）。 

Becker（1964）提出了人力知识资本的相关概念。他认为，投资人力知识

资本类似于投资设备，人力知识资本包括个体的教育和培训。1969  年，美国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 K.Galbraith）认为人力知识资本可以解释企业市场价

值与帐面价值的差距。他认为人力知识资本中不仅是“作为纯粹智力”的静态

无形资产，而且体现为一种智力性活动，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和实现目标的

手段。 

图1总结了现有文献中经常看到人力知识资本的同义语，包括无形资产

（intangible assets）和知识资产（knowledge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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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人力知识资本与近义词辨析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IC） 

知识资产（KM） 无形资产（IA） 

学科 管理学 经济学 会计学 

内涵 包含通过 经验和

学习获得 的任何

无形资源 ，能够

用于生产 更多的

财富。 

企业拥有 或控制

的、不具 有独立

实物形态 、对生

产和服务 长期发

挥作用并 能带来

经 济 效 益 的 知

识。 

没有物理 形态，

通过监管 和法律

权利由企 业 可确

认和控制 的 非财

务固定资产。 

外延 具有相关 专业知

识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产 、顾客

资产、知 识产权

资产、基 础结构

资产 

知 识 产 权 、 商

标、商誉等 

相同点 研究对象均为创造未来财富的非物理资源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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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点 具有动态性 概念与人 力知识

资本最为 接近，

但具静态属性 

外延比人 力知识

资本大， 具静态

属性。 

结合 Marr & Moustaghfir（2005）内容制表 

 

判断某种资源是不是资本的关键依据有两条：一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

值产生；二这种超额价值是否被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这两条依据同样可以用

来判定人力知识资本的概念的实用性。人力知识资本是融合“知识”和“资本”

特征的更具研究价值的有机整体，而非二者的简单相加。具体来讲，人力知识

资本是指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价值增值的、由

企业的人与知识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动态资本。因此，本文认为企业

人力知识资本是一个企业拥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源（Petty and 

Guthrie, 2000）。 

 

第 9 节 人力知识资本测量方法 

人力知识资本的测量方法是多样的，主要如下表列示。 

表7 人力知识资本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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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判断标准 优点 缺点 

 

市场价值

和账面价

值法 

企 业 市 场 价 值 和

账面价值的差值定义

为人力知识资本的价

值。 

这 种 测 量 方 法

比较简单，只要有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

格及公开的财务报

告就能计算出企业

人力知识资本的价

值。 

比 较 容 易 受 到

会计政策的影响，

企业在计量时选用

不同的政策就导致

较大的账面价值差

异，从而降低可信

度。 

 

 

 

托宾 Q 值

法 

采用詹姆斯·托宾

设计的 Tobin’s  Q=

市场价值/重置价值来

评估人力知识资本。 

相 对 市面 价值 与

账面价值法有一定

的进步，选用重置

价值来取代账面价

值可有效的避免因

会计政策的不同导

致的差异。 

重 置 价 值 的 取

得 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有些资产已经

融入到公司的组织

之中，是整体存在

时才体现的价值，

根 本 无 法 单 独 衡

量，同时对于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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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公司也是不适

用的。 

 

 

斯堪的亚

（ Skandi

a ） 导 航

器模型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产

生 于 企 业 的 人 力 资

源 、 财 务 、 运 作 过

程、顾客及更新与发

展的相互作用。 

计 量 人 力 知 识

资本时不再简单的

测量整体的值，而

是从人力知识资本

的 各 构 成 要 素 出

发，分别测量各组

成部分的价值，对

分类法测量人力知

识资本做出了重要

贡献。 

该 方 法 测 出 来

的只是相对价值，

而且模型推导时无

根据的删除一些指

标，显然也是不合

理的。 

 

 

无形资产

监视器模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被

划分为三个部分，即

外部结构、雇员能力

和内部结构，同时选

采 用 非 财 务 指

标的评估指标对人

力知识资本的管理

比较有用。 

非 财 务指 标存 在

测 量 的 客 观 性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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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用了成长和更新、效

率及稳定性三个指标

进行评价。 

 

 

 

 

人力知识

资本增值

系 数

（VAIC）

法 

借 鉴 了 Skandia

导航器模型中分类研

究人力知识资本的观

点，对人力知识资本

进一步划分为人力和

结构资本，结合物质

资本共三个要素，根

据 计 算 出 的 价 值 增

值，来分别除以这三

个要素，得出三个增

值系数，而代表人力

知识资本整体增值能

力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增值系数法操作比

较简单，数据容易

取得，标准比较统

一，在不同样本之

间进行比较时可信

度较高；人力知识

资本增值系数所取

数据均来自上市公

司年度报表数据，

而上市公司财务报

告均是在事务所审

计之后才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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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三个系数之和。 因而数据的准确性

较高。 

作者整理 

通过对以上方法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对测量人力知识资本存在可供选

择多个方法，而在研究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我们拟采

用测量人力知识资本富裕程度的方法，即在上市公司数据中依据企业研发员工

与企业销售比值来测量。我们的主要理由是：测量人力知识资本富裕程度的方

法操作比较简单，数据容易取得，标准比较统一，在不同样本之间进行比较时

可信度较高。  

 

第 10 节 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 

    Handy（1989 ）提 出企业 的知 识资 产三 倍或四 倍于 有形 的账 面价值。

Osborne（1998）表明 80%的企业价值不是有形的。而且，传统的会计方法

在所谓知识基础的社会不适合确定企业的真实价值。许多研究者确认包含非财

务指标和其他信息的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价值驱动力（Amir&Lev,1996；

Edvinsson&Malone,1997 ； Ittner et al.,1997 ； Stewart,1997 ；

Bontis ,2001）。他们认为人力知识资本辅助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价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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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知识资本能够被 看做在企业里最有价 值的资产和最有 力的 竞争工具

（Wang&Chang, 2005）。 

所 有 的 商 业 管 理 者 应 同 意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具 有 影 响 业 务 绩 效 的 力 量

（ Evangelia,2015 ） ， 管 理 自 身 人 力 知 识 资 本 的 企 业 优 于 其 他 企 业

（Bornemann et al.,1999; Johanson, 1999）。Stewart（1997）将人力知识

资本定义为形成（formalized）、获取（captured）和影响（leveraged）的

知识材料（intellectual material），用以通过生产高价值资产创造财富。 

 

10.1 国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研究 

Bontis et al.（2000）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马来西亚 107 个服务业和

非服务业样本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发现无论

何种行业人力知识资本与经营绩效正相关。 

Firer&Williams （2003）在研究人力知识资本时选用了 75 家南非上市贸

易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他们采用的是人力知识资本增值系数方法，

研究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的生产能力、获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人力知识资本则正向影响生产能力；财务资本在绩效提升方面的作用依

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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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hi-Belkaoui（2003）选用的样本是 81 家美国跨国公司的相关数据，

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研究人力知识资本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

人力知识资本对这些跨国公司的价值创造作用相当重要，人力知识资本作为超

额利润的来源之一，显著地提升组织的绩效。  

Marvidis（2004）以希腊和日本两个国家的银行数据为样本，利用知识增

值系数法研究了人力知识资本对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希腊还是日

本的银行中，人力知识资本对绩效提升上都有正向贡献，但是贡献程度却因国

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Wang&Chang（2005）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研究台湾信息技术产业所有上

市公司 1997-2001 年间数据。发现人力知识资本直接影响组织绩效。 

 Maditinos et al.（2010）实证检验了人力知识资本和绩效的关系。通过

对 119 家雅典上市公司（ASE）调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发现，服务业和非服务业中，人力知识资本都很重要；在各类行业中，

尤其是在非服务业中都正向影响经营绩效。 

Ahmadi et al.（2011）.对石油公司人力知识资本和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他们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国家伊朗南部石油公司 236 个样本，采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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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factor 

ANOVA），结果强调了人力知识资本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人

力知识资本通过改善团队合作来强化雇员的竞争力，使企业产生新的提高组织

绩效的能力。 

Chu et al.（2011）利用香港股票交易所恒生指数的所有子公司公开报告

2001-2009 年的财务数据，采用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力知识资本增加值系数

（VAIC）和企业财务绩效指标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人力知识资本与经

营 的 能 力 正 相 关 。 实 证 发 现 ， 基 于 线 性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 linear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财务绩效的强预测因素，如股权

回报和盈利能力。尤其是资本使用效率（CEE）在四个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中是

显著的预测因素。 

Kamal et al.（2012）研究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了

马来西亚的 18 家商业银行 2004-2008 年间的经营数据，采用 Pulic（1998）

的知识增加值系数（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oefficient，VAIC）方法，分

析人力知识资本和以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ROA）和股权回报率

（return on equity，ROE）测量的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知识资

本与银行绩效存在关系，其中资本使用增加值系数（Value Adde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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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Coefficient ，VACA）  与股权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正相关；人力知

识资本增加值系数（Value Added Human Capital Coefficient ，VAHC）与

股权回报率正相关。 

 Erickson&Mccall（2012）选取了 36 家餐饮服务企业 2003-2006 经营数

据研究人力知识资本和经营绩效的关系。他们用托宾 Q（Tobin‘s Q）测量人

力知识资本；组织绩效用资本回报（ROA）、股权回报（ROE）、投资回报

（ROI）测量。通过回归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发现，较好的知识

管理导致的人力知识资本的提高与较好的财务绩效存在显著联系。 

Kharal et al.（2014）对巴基斯坦 12 家上市石油天然气企业的 2005-

2013 年经营数据进行了研究。他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发现，在巴基斯

坦石油天然气部门，人力知识资本增加值（VAIC）显著正向影响资产回报

（ROA）；人力知识资本增加值（VAIC）显著正向影响股权回报（ROE）；人

力知识资本增加值（VAIC）显著正向影响每股收益（EPS）；人力知识资本增

加值（VAIC）显著正向影响市场账面比率（M/B Ratio）；人力知识资本增加

值（VAIC）不显著负向影响销售增长（Sales Growth），其原因可能是石油天

然气市场比较成熟和饱和，市场参与者的销售不会有较大的增长。 

表 8 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关系国外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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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者 发现 样本 

1 Bontis et al, 

2000 

无论何种行业，人力知识资本

与组织经营绩效正相关。 

马来西亚 107 个

服 务 业 和 非 服 务

业样本 

2 Firer&Williams,

2003 

人力知识资本正向影响生产能

力；财务资本在提升绩效方面

依然重要。 

75 家南非上市公

司样本 

3 Riahi-

Belkaoui,2003 

人力知识资本对这些跨国公司

的价值创造作用相当重要，人

力知识资本作为超额利润的来

源之一，显著地提升组织的绩

效。 

81 家美国跨国公

司数据 

4 Marvidis,2004 在希腊和日本银行中，人力知

识资本正向影响绩效；贡献程

度因国家不同有所差异。 

希 腊 和 日 本 的 银

行样本 

5 Wang&Chang,2 人力知识资本直接影响绩效。 台 湾 信 息 技 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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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市公司数据 

6 Maditinos et 

al.,2010 

在各类行业中，人力知识资本

都很重要；各类行业尤其是非

服务行业的人力知识资本都正

向绩效。 

119 家雅典上市

公司 

7 Ahmadi et 

al.,2011 

人力知识资本在提高企业盈利

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人力知识

资本通过改善团队合作来强化

雇员的竞争力，使企业产生新

的提高组织绩效的能力。 

236 个伊朗国家

南 部 石 油 公 司 样

本 

8 Chu et al.,2011 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财务绩效

的强预测因素，如股权回报和

盈利能力。尤其是资本使用效

率（CEE）在四个企业财务绩

效指标中是显著的预测因素。 

香 港 股 票 交 易 所

样本 

9 Kamal et 人力知识资本与股权回报正相 18 家马来西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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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2 关。 行样本 

10 Erickson&Mccal

l,2012 

较好的知识管理使人力知识资

本的提高与较好的财务绩效有

者显著的联系。 

36 家餐饮服务企

业样本 

11 Kharal et 

al.,2014 

除了销售增长指标，人力知识

资本与其他绩效指标正相关。 

12 家巴基斯坦上

市 石 油 天 然 气 企

业样本 

作者整理 

 

10.2 中国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研究 

       刘超&原毅军（2008） 以我国 2005 年 98 家 IT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通过

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力知

识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且随着企业绩效的不断提高, 人力知识

资本对企业绩效的贡献逐渐增大, 即企业绩效的提高显著依赖于人力知识资本。 

卢馨&黄顺（2009） 选取深、沪交易所 A 股市场中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和

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人力知识资本能否驱动企业的绩效进行实

证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不同行业其企业绩效所依赖的有效人力知识资本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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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有很大差别的；人力知识资本能促进企业产生应有的效益。 

李冬伟&李建良（2010） 研究了我国 2002—2004 年共 374 家高科技上

市公司样本，人力知识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作为企业基础资源的冗余

资源不但正向显著影响企业价值，而且显著调节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

的关系。 

刘玉平&赵兴莉（2013） 以 2008－2011 上市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

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企业人力知识资本价值进行综合评价，以此为基础研

究人力知识资本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人力知识资本正

向影响企业价值创造，同时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效果大于物质

资本；但是，人力知识资本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没有充分被市场认识。 

闫庆友&孔超（2014）选取 32 家发电类上市企业样本，运用方差分析及回

归分析研究了大、中型发电企业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结果表

明，大型及中型发电企业人力知识资本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中型发电企业更关

注对人力知识资本的投入，隐藏价值更高；人力知识资本各要素在不同规模的

企业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表 9 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关系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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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者 发现 样本 

1 刘 超 & 原 毅

军，2008 

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 而且随着企业绩

效的不断提高, 人力知识资本对

企业绩效的贡献逐渐增大, 即企

业绩效的提高显著依赖于人力

知识资本。 

中国 98 家上市 IT

公司样本 

2 卢馨&黄顺，

2009 

现阶段不同行业其企业绩效所

依赖的有效人力知识资本驱动

因素是有很大差别的；人力知

识资本能促进企业产生应有的

效益。 

中国深、沪交易所

A 股 市 场 中 制 造

业、信息技术业和

房地产企业。 

3 李冬伟&李建

良，2010 

人力知识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企

业价值；作为企业基础资源的

冗余资源不但正向显著影响企

业价值，而且显著调节人力知

374 家高科技上市

公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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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资 本 与 企 业 价 值 之 间 的 关

系。 

4 刘玉平&赵兴

莉，2013 

人力知识资本正向影响企业价

值创造，同时人力知识资本对

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效果大于

物质资本；但是，人力知识资

本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没

有充分被市场认识。 

中国医药制造上市

企业样本 

5 闫 庆 友 & 孔

超，2014 

大型及中型发电企业人力知识

资本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中型

发电企业更关注对人力知识资

本的投入，隐藏价值更高；人

力知识资本各要素在不同规模

的企业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

度存在差异。 

32 家发电上市企业

样本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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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培育、获

取核心竞争优势, 而人力知识资本是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与源泉。大多数人

力知识资本研究者（Stewart,1997;Bontis,2001;Van Buren,1999）和Barney

的资源基础理论（1991,1997和1992）一致认为，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的关键

资源，以及能够作为资产获得的知识材料，如基础知识、信息、知识产权和员

工的经验、承诺或能力。人力知识资本的各种知识元素在特定企业中被有效整

合后能够为企业创造财富。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 人力知识资本也不例外。如

果说物质资本是企业生产创造价值的载体要素, 人力知识资本则是更高层次的价

值创造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环境里,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的人力知识资

本数量越多、质量越高, 则企业越具有盈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资产可以提

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如果这些资产难以移动，它们就可以成为企业的竞争

优势（Barney,2002）。难以移动的资源是企业中的具有特质的、难以复制的

和发展依赖的资源（Barney,1991,199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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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实证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相关结果，但这项探索性研究

对了解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不足够，因此，在这一章，

我们提出了一个实证研究计划。 

3.1 研究假设  

企业知识的创造与转换是人力知识资本形成的核心条件（Kogut et al, 

1992），企业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生产活动可以将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专业化人

员努力协同起来创造价值，而隐性知识具有不可转移性和显性知识交易的风险

性（Grant R. M. , 1996）。跨国企业就具有比市场更有效的在企业内部转移和

开发知识的能力（Gupta A. K. et al. , 2000）。知识资源受制于市场失效，企业

需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将知识应用到新的产品（Teece, 1980）。杭荣（2007）认

为多元化为人力知识资本的企业“内部化”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安排。

Pennings&Douma（1994）聚焦组织的学习能力研究462家荷兰企业后发现，

企业多元化活动越多组织know-how和经验积累越多，组织的学习能力越强，

企业的扩张活动越能持久。Lin et al.（2006）使用267家美国银行企业样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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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多元化与人力资源专业能力的交互影响，发现企业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源专

业经验，多元化的效果更好。Hitt,et al（2001）通过研究美国100家最大的法

律企业1987-1991年数据，发现人力知识资本正向影响战略和绩效的关系。张

子峰等（2010） 以2008年我国25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多元化

经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相关多元化战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技术研发创新活动扩大了企业与外界的联系，丰富了企业专业知识和技能，

形成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巩固企业品牌商誉，推动了人力知识资本整体的积

累，形成提高组织绩效的核心能力。EI-Bannany（2008）对人力知识资本绩效

研究后认为，企业管理者在形成和实施战略时应开发人力知识资本，通过不断

地对标改善价值创造能力。Ahmad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发现企业的并

购后的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得到了增长。虽然本文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多元

化能够为企业创造有利于竞争的资源和能力。但是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中国

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表现总体上呈负相关性，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绩

效要优于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但并没有对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田

恒，2014）。大多数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呈负相关性，

多元化“折价论”适用于中国企业。这种多元化折价的产生应与多元化战略没

有积累人力知识资本有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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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负相关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人力知识资本的增长受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需求的

变化促进生产方式的调整、技术的研发、产品功能的升级。其次是竞争者的压

力迫使企业提高压缩成本的能力，调整产品竞争策略，技术的升级换代。第三

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客户需求不断丰富化和多元化，使企业不断迎接技术的

挑战，丰富人力知识资本，提高生存能力。组织知识的积累过程可以视为对过

去经验的解码分析以形成指引行动的惯例过程（Levitt B. et al. 1988），惯例是

对过去的历史经验的捕捉，从而形成现有组织及组织成员的惯例和经验。这种

捕捉过程也是企业兼并收购等方式转换的结果。多元化的组织内部部门存在相

互依存的关系，以应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形成一个资源相互依存的关

系网络；人力知识资本在企业内部进行转移、传播、交流、学习和分享，是一

个长期动态的系统运行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成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各

种交流与沟通，以达到相互的了解和熟知，促进各种信息不断外化，并进一步

内化，而又不断外化，然后内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在这个循环往复过程

中新的知识才会不断被创造，不断被开发，不断被催生（南星恒，2012），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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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高组织的人力知识资本，而且使不同部门之间的人力知识资本不断转换和

优化，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同时，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组织内部

人力知识资本转移的壁垒也越来越强，加大人力知识资本积累的难度。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新兴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多元化是有益的（Guillén, 2000；

Khanna and Palepu,1997）。他们的观点是，在新兴经济中存在金融和市场中

介的无效和缺失问题，多元化企业通过内部化这些功能替代发达经济制度环境，

以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刘欣（2014），以深、沪两市 1993 年—2012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检验了多元化对公司绩

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和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韦小柯（2007）针对

281 家上市公司 2002～2005 年报数据研究表明，产品相关性和资源相关性对

财务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他认为，制度环境的差异会使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战

略表现出与欧美企业不同的特征；我国企业大多缺乏西方企业焦点（focusing） 

战略所依赖的战略资源；与欧美企业相比, 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更为强调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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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灵活性。贾良定等（2005）的研究发现，西方理论界和中国企业界对多

元化动机的认识共性是，资源基础是考虑企业多元化的重要角度。在中国的外

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把企业的资本、有形资源、劳动力、

产品交易内部化, 降低外部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 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企业大

多 缺 乏 战 略 所 依 赖 的 长 期 积 累 才 能 形 成 的 核 心 能 力 （ Prahalad&Hamel, 

1990）, 难以依托战略资源、核心能力开展更深程度的多元化。大多数研究显

示，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呈负相关性，多元化“折价论”适用于

中国企业。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多元化与组织绩效负相关 

 

多元化通过传递核心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希特&爱尔兰，2012）。作为建

立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人力知识资本，通过多元化企业内部积累的方

式更为有效。因为部分人力知识资本也会随着时间削弱，如结构资本中的品牌，

在新顾客进入市场后效应会减弱，或者原有的顾客退出市场；结构资本中的专

利会过期；人力资本中的经验和技能受竞争者科技进步的影响也会削弱

（Markides and Williamson, 1994）。Edvinsson（2013）认为，人力知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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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演进的。因此，企业的绩效主要依赖人力知识资本对战略的适应和改进，

并且创造新的人力知识资本，以符合多元化战略的特定市场需求和开拓新的市

场。Dunning （1988）的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具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具

体包括人力知识资本中无形资产上的优势，指在专利、专有技术、商标与商誉、

技术开发创新能力、管理以及营销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交易性所有权优势，指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经营、合理调配各种资源、规避各种风险，从而全面降

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所获得的优势。Delios& Beamish（2002）发现拥有所有权

资产的地域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企业绩效较高。产品知识、 顾客知识和管理知

识等结构资本的相关性通过共享产生协同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和财务绩

效（Tanriverdi&Venkatraman, 2005）。许多研究者确认包含非财务指标和其

他信息的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价值驱动力（Amir&Lev,1996；

Edvinsson&Malone,1997；Ittner et al.,1997；Stewart,1997;Bontis,2001）。

他们认为人力知识资本辅助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价值。许多研究显示，人力知

识资本正向影响绩效（Bontis et al. , 2000；Firer&Williams, 2003；Riahi-

Belkaoui, 2003；Marvidis, 2004；Wang&Chang, 2005；Maditinos et al. , 

2010；Ahmadi et al. , 2011；Chu et al. , 2011；Kamal et al. , 2012； 

Erickson&Mccall, 2012）。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



 

79 
 

系是不明确的（Jardon and Martos,2012；Curado et al. ,2014）。例如，

Curado et al. ,（2014）认为，没有确信的结论显示多有情境下的银行业中，

人力知识资本正向影响绩效。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没有因果

关系，或者两者的关系是复杂的（Joshi et al.,2013）。然而，从战略实现价值

的角度看，人力知识资本能够被看做在企业里最有价值的资产和最有力的竞争

工具（Wang&Chang, 2005），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的能力。但在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主要靠规模扩张和低成本优势竞争，若中国企

业多元化没有提升甚至减弱了组织的人力知识资本，那么中国企业中的人力知

识资本与绩效应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人力知识资本与组织绩效负相关 

 

田满文（2008）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多元化企业规模更小，年龄更大。因

为多元化企业大部分在绩效较差的行业经营, 发展机会和市场空间有限,极力寻

找多元化途径,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多元化是这类公司所处环境的内在要求。

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行为是在多方面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下做出的，当企业最初进

行多元化时，不仅要考虑到多元化的结构性成本，还要考虑到企业的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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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自身条件与外部市场的适应性，一旦决策者觉得这种多元化行为能够与

企业目前的资源禀赋相适应，而这种多元化经营行为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市

场势力的获得等预期效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则企业很可能在利益的驱动下实

行多元化。由于初期的多元化的探索性投入加大成本，而尚不能有效转化成效

益；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加大组织内部多元化过程中的协同成本，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H5：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与组织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 

 

由于一般企业的多元化战略过于关注市场和产业的相关性，限制了管理者

的视野，挑战他们的正常的业务认知范畴，失去对新机遇的判断力（Leonard-

Barton,1993）。傅传锐（2011）认为，从人力知识资本角度看, 多元化企业能

够依靠其员工的财务知识设计出合理的并购融资与税收筹划方案，降低多元化

交易成本；通过将采购、研发、生产与销售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输入目标企业， 

促进目标企业运作流程的优化，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强势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哲

学能帮助多元化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同化目标单元，将目标单元纳入自身的经营

理念下, 促进多元化后的整合。多元化企业还可以利用其所拥有的与顾客、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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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系资源，帮助目标单元扩大销路、降低成

本，从而增强多元化的整体绩效。Pennings&Douma（1994）聚焦组织的学

习能力研究462家荷兰企业后发现，企业多元化活动越多组织know-how和经

验积累越多，组织的学习能力越强，企业的扩张活动越能持久。组织在学习过

程中持续改善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通过人力知识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研究

者们虽然在多元化行为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存在诸多分歧，他们大多数承认多元

化主要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整体业绩（Hitt et.al. ,2013）。 另一方面，依据资源

基础理论（RBV），企业为了提高价值和绩效，会更多积累和控制独有的和难以

复制的资源。其中一种资源就是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企业

创造有利于竞争的资源和能力，提高人力知识资本和增加企业价值的重要活动

（孙维峰，2012；Connolly& Mark,2005）。Erickson&Mccall（2012）发现

较好的知识管理导致的人力知识资本的提高与较好的财务绩效存在明显联系。

企业的多元化应将战略目标与人力知识资本的成长相结合，满足价值创造的需

要。组织知识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循环就是“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

的无限往复过程。从个人知识到组织知识的转换中，持续创造提高组织的人力

知识资本，而且使不同部门之间的人力知识资本不断转换和优化，成为企业价

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和智力支撑。人力知识资本作为难以模仿与替代的异质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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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资源，是决定不同企业间绩效差异化的关键。企业越注重智力资本的培育与

运作，人力知识资本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企业的绩效就越好。因此，多元化企

业越能够积极、有效地运用其所拥有或掌握的人力知识资本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多元化交易成本、增强企业获利能力，那么多元化绩效就越好；反之，若多元

化不能够促进人力知识资本的积累，则多元化战略的长期绩效难有好的表现。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人力知识资本在多元化和组织绩效间有中介效应 

 

3.2 研究对象  

1. 数据收集方法 

我们将以中国传统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考察企业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和绩效的关系。我们的企业样本规模是325家，

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中外合资的汽车生产商。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几方面：主要数据源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是公开上市的中国组织的最大数据

库，也是获得中国上市组织的绩效、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控制变量的主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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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源；第二个信息源是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CNINF）网站，用以查询

人力知识资本数据；第三个数据源是提供多元化数据的天才金融数据库

（Genius Finance database,）。在合并与删除控制变量的一些缺失数据后，

我们得到每年112家的纵向数据信息。 

2. 变量的测量方法 

（1）因变量：企业绩效（ROA） 

按照以往研究（Zhang and Rajagopalan, 2010; Ballinger and Marcel, 

2010），组织绩效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估指标，

ROA由企业的净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计算。 

（2）自变量：产品多元化（Product Diversification） 

根据先前的研究（Wiersema and Bowen, 2008; Kistruck, Qureshi and 

Beamish, 2013; Su and Tsang, 2015），我们采用熵指数法测量企业业务线中

的产品多元化程度。熵指数法不仅报告企业产品的范围或活动，而且考虑在每

个产品或活动的花费比例。产品多元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产品多元化 = ∑ piLn（1/pi
m

i=1
） 

上式中的m代表了多元化企业中产品数量；pi  是企业在 ith 产品分类中的

销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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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节变量：企业年龄（Firm age） 

  在已有的研究（Cheng, Ioannou and Serafeim, 2014; Wang et al., 2016）

中，企业的年龄由企业成立年限测量。 

（4）中介变量：人力知识资本（Hunman Intellectual Capital） 

先前的研究采用了两种方法计算人力知识资本富裕程度。一是计算组织水

平人力资源相对于产业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源的富裕程度（（Lecuona & Reitzig, 

2014; Mishina, Pollock, & Porac, 2004; Welbourne, Neck, & Meyer, 1999）；

二是使用组织水平人力资源减去预测水平的人力资源的富裕程度 （Shen, Tang, 

& Chen, 2014; Wang et al., 2016）。既然我们的数据包含全部汽车产业上市

公司，计算人力知识资本就采用第一种方法，即使用产业水平的研发（R&D）

人力资源。依据以往研究（Lecuona & Reitzig, 2014），我们使用R&D部门雇

员信息测量人力知识资本。具体由组织水平R&D雇员数与企业销售额之比与产

业水平R&D雇员数与企业销售额之比的差异测量。 

 

人力知识资本= 
Firm R&D employeesit

Firm salesit
− ∑

Firm R&D employeesit

Firm salesit

n
i=1  

 

第一项为目标企业i在t年的R&D员工数与企业销售额的比率；第二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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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业水平的R&D员工数与企业销售额的平均比率。 

（5）控制变量 

企业债务水平是研究多元化战略的常用控制变量，由企业债务占总资产比

例测量。公司治理研究者（（Jensen & Meckling, 1976; Shleifer & Vishny, 

1997）认为，外部董事占比越大企业的绩效越好。因此，我们通过测量董事会

中外部董事数量占比，控制了外部董事的效应。此外，以往的研究建议股权结

构影响企业绩效（Douma, Geroge, and Kabir, 2006; Zhou, Gao and Zhao, 

2017）。因此，我们控制了国家股权效应。国家股权由政府股权占总股份比例

测量。 

3.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纵向研究分析方法，检验研究假设。对于本文的调查数据和面板数据，

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分别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

分析，并对研究模型及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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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研究结果与展望 

 

        表 10 和附件 2 显示了研究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结果。

从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看，样本平均人力知识资本为负数，低于行业平均人力

知识资本；产品多元化的标准差较高，说明产品多元化程度差异；企业年龄均

值较高，有利于分析研究假设的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占比较高，后续分析要充

分考虑国有股权对研究的影响；外部董事比率平均超过 30%，公司的治理结构

较好。从相关系数方面看，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关系为正向关系（r=0.031）；

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为正向关系（r=0.041）；企业年龄与人力知识资本的关

系分别为显著正向（r=0.258**）；国有股权和外部董事比率两个变量与人力知

识资本的关系分别为负向和正向（r=-0.130；r=0.071），与绩效的关系分别是

正向和负向（r=0.081,；r=-0.007）。债务水平与绩效为负向关系（r=-0.046）。

我们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s）检测了这些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

题。分析结果显示，最大 VIFs 小于 2， VIFs 均值约 1.31。 这些值大幅度低于

回归方程经验方法 10 的分界点（Ryan, 1997）。  因此，我们的结果不存在多

重共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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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样本相关系数表 

 

变量 1 2 3 4 5 6 7 

1.人力知识资

本 
1.000       

2. 产品多元化 0.031 1.000      

3. 债务水平 -0.021 0.089 1.000     

4. 企业年龄 
0.258*

* 
0.182* 0.075 1.000    

5. 企业绩效 

-

0.239*

* 

0.041 -0.046 -0.052 

1

.

0

0

0 

  

6. 国有股权 -0.130 0.027 0.046 -0.034 

0

.

0

8

1 

1.000  

7. 外部董事比

率 
0.071 0.084 0.035 -0.051 

-

0

.

0

0

7 

0.019 1.000 

Note:+p< 0.1, *p< 0.05, **p< 0.01, ***p< 0.001 

N=112 

样本均值和标准差表请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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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显示了我们回归分析的结果。Model 1 显示控制变量国有股权与人力

知识资本显著负相关（β= -0.167，p < 0.1）；外部董事比率与人力知识资本负

相关但不显著（β= -0.014）；债务水平与人力知识资本负相关但不显著（β= -

0.127）。Model 2 显示自变量产品多元化与因变量人力知识资本关系与 H1 的

假设相同，为显著负相关（β= -0.177，p < 0.05）， H1 被支持。 Model 3 显

示调节变量企业年龄与人力知识资本显著正相关（β= 0.306，p < 0.01）。

Model4 显示企业年龄显著正向调节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关系（β= 1.077，

p < 0.05），支持原假设 H2。 

       Model5 显示控制变量国有股权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但不显著（β= 0.080）；

外部董事比率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β= -0.007）；债务水平与资本收

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β= -0.043）。Model 6 显示自变量产品多元化与因变量

资本收益率为正相关但不显著关系（β= 0.044），未支持原假设 H4。Model7

显示企业年龄与资本收益率为负相关但不显著关系（β= -0.057）。Model8 显

示企业人力知识资本与资本收益率为显著负相关关系（β= -0.221*，p < 0.05），

支持原假设 H4。Model9 显示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与资本收益率的调节作用是负

向显著关系（β= -0.867，p < 0.1），支持原假设 H5。Model10 显示人力知识

资本对多元化与资本收益率有显著负向中介回归数据为（β= -0.215，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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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同时测量多元化与绩效相关系数为不显著（β= 0.616），虽然在单独检

验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也不显著，但综合前面几个模型中已得出的结论：多元

化与人力知识资本显著负相关，同时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显著负相关，基本支

持原假设 6 的理论逻辑，即多元化可以影响人力知识资本，同时人力知识资本

又影响了绩效。 

 

 

H4: -.221 H1:-.177* 

H5: -.867+ 

H2：1.077** 

企业年龄 

产品多元化 人力知识资本 企业绩效 

H6: -.215* 

H3: 0.044 

图 2 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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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样本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力知识资本   资产收益率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7 Model8 Model 

9 

Model 

10 

控制变量           

国有股权 -.167+ -.162+ -.151+ -.151+ .080 .078 .076 .075 .077 .044 

外部董事比率 -.014 -.001 .022 .055 -.007 -.011 -.015 -.013 -.041 -.030 

债务水平 -.127 -.112 -.130 -.077 -.043 -.047 -.043 -.044 -.086 -.103 

自变量           

产品多元化  -.177* -.234** -1.270**  .044 .054  -.888+ -.616 

调节变量           

企业年龄   .306*** .201*   -.057  .028 .071 

交互作用           

产品多元化×企

业年龄 

   1.077*     -.867+ -.636 

中介变量           

人力知识资本        -.221*  -.215* 

企业哑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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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d d d 

年份哑变量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

d 

Include

d 

Include

d 

Include

d 

  Include

d 

Included 

N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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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讨论和启示  

通过检验人力知识资本对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我们发现人力知识资本在

多元化与绩效关系中的中介关系的逻辑是存在的；同时企业年龄分别对多元化

与人力知识资本、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表 11 数据支持了我们

的观点。  

首先，Model2 显示产品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负相关，支持原假设 H1。

自 2009 年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产销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汽车工业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汽车制造业 2015 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为 1.27%，尚

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界定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研发投入强度

2%，而世界汽车强国的大型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 3%~5%。而且企业的

77%的研发投入来源于自有资金，企业的资金人员投入对经营压力较大。我国

汽车制造业研发人员投入比重也远低于世界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美国通用和

日本丰田 2005 年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 46%和 34.6%，而我国 2015 年汽车制

造业企业研发人员比重只有 17.02%，研发人才严重短缺，高端人才更加缺乏，

美国通用汽车硕士以上学历比例为 90%，而我国 2015 年硕士以上占比仅为

5.71%（彭迪云， 齐丽芳& 周彤菲，2018）。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汽车制造

产业，中国汽车制造企业主要是基于成本的竞争，他们并不是通过增加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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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投入实现开发多元化的产品，而是主要通过进口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制造应

用于本地市场的产品。汽车制造行业规模效益明显，根据资源基础论（RBV），

在资产等有形资源和人力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源的投入选择上，中国汽车制造业

主要靠制造部门的资产投入和营销部门的广告投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企业营

业收入，而不是提高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改善绩效的策略。由于产品多元化主

要是引进国外先进专利和技术，而不是实质增加研发人员投入的前提下扩大了

销售收入，因此，其产品的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负相关。 

其次，Model4 显示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有显著的正向调节

作用（β= 1.077，p < 0.01），支持 H2。组织知识的积累过程可以视为对过去

经验的解码分析以形成指引行动的惯例过程（Levitt B. et al. 1988），惯例是对

过去的历史经验的捕捉，从而形成现有组织及组织成员的惯例和经验。随着汽

车制造企业年龄的增长，为了提高竞争优势，企业不是增加研发人员的投入，

而是加大引进国外先进专利和技术的力度，以开发新的产品。中国汽车制造业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工业阶段，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多采取

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专利和技术完成。随着企业年龄的延长，对通过外购就能

获得无形资源，进而实现产品多元化提高收益的模式形成路径依赖，强化了产

品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的负向关系。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的数据，我国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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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出中的发明申请数、授权数和申请成功率都远远低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而发明专利最稳定，价值最大，但其成功率却只有 32. 57%。发明专利授权量

中 44%来自规模较小的自主品牌比亚迪，比亚迪的专利申请成功率达到 52%。

除了潍柴动力、比亚迪、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力帆股份以外，其他企业发明

专利授权数都很少且接近于 0。再次，Model6 显示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为正向

不显著关系（β= 0.044，p > 0.10），未完全支持 H3。中国学者研究表明，企

业多元化经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姚铮和金列，2009），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

程度与绩效表现总体上呈负相关性，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绩效要优于非相关

多元化的企业，但并没有对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田恒，2014）。大

多数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呈负相关性，多元化“折价

论”适用于中国企业。一些研究认为，新兴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多元化是有益的

（Guillén,2000；Khanna and Palepu,1997）。他们的观点是，在新兴经济中

存在金融和市场中介的无效和缺失问题，多元化企业通过内部化这些功能替代

发达经济制度环境，以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中国汽车制造业通过产品多

元化，扩大销售范围和规模，实现较好的效益，但缺乏自身核心能力的培养。 

第四，Model 8 显示了人力知识资本显著负向影响绩效。，这好像与已有文

献研究大部分认为两者为正相关关系的结果相悖，但却说明了我国汽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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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产业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还在靠低

廉劳动密集型和低融资成本扩张的模式盈利，把人力知识资本当做了控制成本

的因素，甚至在经营状况不好时通过裁剪研发人员提高绩效。Model 9 显示了

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 -867，p < 0.1），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巨国”效应使每一个消费群体都非常庞大，中国

汽车制造企业的发展也形成了路径依赖，强化了商业模式，不利于企业建立长

期竞争优势。汽车企业较大的企业规模企业过多依赖生产设备、车间等有形资

源投入和营销渠道建设，忽略人力知识资本在产品多元化方面的贡献，可能使

产品与客户需求匹配研发工作开展的不好，导致多样化的产品并不能被市场中

的客户所接受，产品多元化无法实现预期的营业收入和效益。 

第五，Model 10 显示人力知识资本、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基本

支持 H6。首先，Model 6  显示产品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影响影

响（β= 0.040，NS）。 其次，Model  8 显示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直接显

著影响影响（β= -0.215，p < 0.05）。这些数字虽然未完全支持原假设 H6---

人力知识资本在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有显著中介关系，但多元化影响人力知识

资本，人力知识资本影响绩效的联系与本文理论逻辑是一致的。  研究者们虽然

在多元化行为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存在诸多分歧，他们大多数承认多元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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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企业的整体业绩（Hitt et.al. ,2013）。 另一方面，依据资源基础理论

（RBV），企业为了提高价值和绩效，会更多积累和控制独有的和难以复制的资

源。其中一种资源就是企业的人力知识资本。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企业创造有利

于竞争的资源和能力，提高人力知识资本和增加企业价值的重要活动（孙维峰，

2012；Connolly& Mark，2005）。企业的多元化应将战略目标与人力知识资

本的成长相结合，满足价值创造的需要。组织知识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循

环就是“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的无限往复过程。从个人知识到组织知识

的转换中，，持续创造提高组织的人力知识资本，而且使不同部门之间的人力知

识资本不断转换和优化，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和智力支撑。人力知识

资本作为难以模仿与替代的异质性战略资源，是决定不同企业间绩效差异化的

关键。企业越注重智力资本的培育与运作，人力知识资本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企业的绩效就越好。然而，彭迪云等（2018）研究指出，我国汽车制造业处于

制造“微笑曲线”的中游制造环节，利润微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德国、

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我国沪深 114 家汽车制造企业 2016 年加总的主营业务

利润是美国本田汽车公司的 1 /3，丰田汽车公司的 1 /10。因此，当多元化企

业不能够够积极、有效地运用其所拥有或掌握的人力知识资本以最大限度地降

低多元化交易成本、增强企业获利的难以替代和难以模仿的核心能力，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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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绩效就差强人意。 

        总之，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和企业绩效具有紧密

的联系。企业的年龄也在多元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些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4.2 理论意义  

本论文针对目前的研究缺口，主要研究了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

效间的关系。论文的研究分为两部分：首先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探索性研究，以

了解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多元化与

人力知识资本的关系。随后，根据分析结论进一步提出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

和绩效关系的假设，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我们将采取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分析方法，通过这些上市公司数据的整理，客观的测量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

与绩效等关键变量，以便检验一系列的理论假设，例如关于人力知识资本、多

元化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假设。本论文应有如下理论贡献： 

一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企业的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绩效

关系，发现中国汽车制造行业中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间有密切的

相关性，这个发现弥补了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缺口，是对多元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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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贡献。其意义在于多元化也许可以促进企业绩效，或者没有作用，更可

能是负向关系，其结果完全取决于多元化如何影响人力知识资本。 

二是本研究发现多元化负向影响人力知识资本，而人力知识资本在多元化

与绩效间有负向的相关性，同时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为虽不显著但正向的关系，

即中国汽车制造业人力知识资本虽然随着产品多元化减少了，但并没有影响企

业业绩。说明中国汽车制造业仍为成本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少用高薪资技

术人员反而不影响业绩，甚至降低了成本。 

三是在中国企业间采用探索性的研究得到了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间存在

联系。从被调查者主观认为：企业的多元化行为普遍；多元化有益于企业绩效；

多元化有利于人力知识资本的利用，为进一步开展定量研究提供了基础。 

四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多元化—人力

知识资本—绩效的关系，丰富了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方法。 

4.3 实践意义  

这项研究对企业管理者实施公司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是企业发

展战略思考的基点是什么会给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谈到企业战略，就势必

会涉及组织的资源基础。资源基础论将企业看做是一系列独特资源的组合。所

谓资源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的综合体系（Barney,1991）。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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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组织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功能的重要性，战略的关键是通过积累和配置无法模

仿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来获得李嘉图租金。本研究表明，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的

战略性核心资源，在企业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和企业绩效间具有重要的联系。

但由于研究样本为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在所处的汽车工业化初级阶段所采取的

是低成本导向的规模竞争策略，不主要依靠建设研发队伍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

研发，而是采取引进国外先进的专利和技术短平快的推出新产品，赚取微笑曲

线中间部分有限的利润；或者因为新产品功能定位水土不服而不被消费者认可

导致组织绩效下降。本研究定量分析结果与探索性研究发现相左，其原因是在

中国汽车制造行业所处的初级发展阶段和企业间激烈的竞争态势下，管理者即

使意识到人力知识资本对企业发展战略贡献价值的重要性，但迫于短期业绩压

力，往往采取外取先进技术和加大生产资产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益，控

制人力知识资本的积累降低成本的短视行为，不利于企业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

经营业绩也无根本性的保证。因此，企业管理者实施企业战略时应加强人力知

识资本投入，使其能够在特定的竞争环境中与其他资产结合建立组织长期竞争

优势。 

        其次是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管理者在增加研发投入总量的同时，使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与年龄相匹配，否则，由于人力知识资本的递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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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核心竞争力会弱化，进而降低组织的盈利能力。 

  

4.4 研究局限和未来的方向  

一个主要的局限是量化研究的样本为中国汽车制造产业。尽管研究的发现

能够应用到中国其他制造产业，仍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应。未来的研究将在类似环境下的发

展中国家中的更多产业进行实证分析。 

        另一个局限是研究中定义人力知识资本的方法。尽管我们采取了先前研究

中的定义方式，但我们理解这种方法只聚焦于研发人员数量，可能不是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同时这些专业人员的素质没有做专门的考量，测量人力知识资本

需要开发更好地方法。 

第三个局限是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年龄的调节作用，但因样本原因没有做更细粒

度分析，未来研究可深入测量企业年龄对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和企业绩效是

否存在曲线调节作用，如“倒 U”型关系，丰富研究成果，提高研究对实践的

指导意义。 

此外，由于样本的局限，本文没有考察不同类型多元化、人力知识资本和

绩效关系的研究，未来可进行此类研究，以加强对于多元化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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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结论  

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是模糊的和未有定论的；而在

企业实践中又存在广泛的多元化行为，尤其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存在

大量的企业多元化活动。我们的研究是探索人力知识资本在多元化和绩效关系

中具有重要联系的第一步。研究表明人力知识资本是多元化与绩效的重要传导

机制，这个结果对理论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资源基

础论的理论角度看，多元化显著影响人力知识资本，人力知识资本又显著影响

企业绩效，后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模型进行更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从企业管理

实践看，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尚处于规模化和低成本竞争策略

层次，产品开发的关键技术以引进国外先进成果为主，缺乏核心技术研发投入，

盈利能力偏弱，发展受制于人，急需加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国家也应在研

发费用投入的资本化和加计扣除政策上给予倾斜，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

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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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研究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非常感谢您抽空填写这份关于企业多元化与人力知识资本内容的调

查问卷。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分析企业经营者对多元化和人力知识

资本的了解，从而为中国企业更有效地开拓国内外市场提供理论指导。 

您若对本研究结果感兴趣，请留下您的邮箱，我们将把成果摘要发送给您。

本问卷仅作学术研究之用，将对所有信息严格保密，请放心填写。本问卷既无

标准答案，也无所谓对错，您只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即可，非常感谢您的

支持与合作！  

 

敬祝  

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以下内容请您在相应的位置打√或填入具体数字；如是电子版，请您在相应的

选项上用红色标注即可！ 

 

 

贵公司在国（省）外或其他地区是否设有分支机构（子公司、分公司、生产基

地、办事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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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第一部分：公司基本情况  

1. 贵公司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区：_______省_______

市  

2.  至 2015 年底，公司已成立__________年 

□3 年以内        □3－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20 年      □20－

30 年        □30 年以上 

3.  公司第一次在省外（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距今（2015 年底）有

_____________年  

□3 年以下                 □3－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20 年            □20 年以上 

4.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具体说明） 

5.  贵公司近三年的平均员工人数为____________人  

□100 及以下          □101－300           □301－500         □501－1000  □1001－

2000          □2001－3000         □3000 以上 

6.  贵公司近三年的平均资产额为____________元  

□4000 万以下     □4000 万－1 亿    □1 亿－4 亿   □4 亿－10 亿  □10 亿－20 亿       

□20 亿－50 亿         □50 亿以上 

7.  公司的所有制性质  

□中央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中国大陆） □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其他：_________（请说明） 



 

104 
 

 

第二部分 您的基本信息 

1. 您现在的职位： 

口高层管理人员  口中层管理人员  口基层管理人员  口普通员工 

2. 您的学历： 

口高中（中专）及以下  口大学专科  口大学本科 口硕士研究生 口博士研究生 

3.  您曾在                个行业工作过。 

4.  您曾在                类所有制企业工作过。 

5.  您是否学习过企业战略管理知识： 口是    口否 

 

第三部分：管理者认知 

请您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下面的描述做出判断,并在每个题目后面相应的数字上

打√ 

一、多元化认知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

意 

对于企业实施多元化的原因，以下问题你同

意的程度： 

←——————————

—→ 

1. 多元化能够改善公司治理。 1 2 3 4 5 6 7 

2. 多元化能够提高公司盈利。 1 2 3 4 5 6 7 

3. 本行业企业大多采用多元化战略。 1 2 3 4 5 6 7 

4. 多元化可以扩大企业规模。 1 2 3 4 5 6 7 

5. 多元化可以培育新的增长点。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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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元化能够利用企业现有的专业经验、专利

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源。 

1 2 3 4 5 6 7 

7. 多元化能够通过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

环节的合并降低运营成本。 

1 2 3 4 5 6 7 

8. 多元化能够利用企业现有的信息系统和知识

库。 

1 2 3 4 5 6 7 

9. 多元化能够为企业创造有利于竞争的资源和

能力。 

1 2 3 4 5 6 7 

 

二、人力知识资本认知 很不了解            很了解 

    你对企业人力知识资本了解的程度： ←——————————

—→ 

1. 你了解企业人力知识资本吗？ 1 2 3 4 5 6 7 

2. 人力知识资本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1 2 3 4 5 6 7 

3. 企业中很多员工具有国内认证资格。 1 2 3 4 5 6 7 

4. 企业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

和传统有相当深的了解。 

1 2 3 4 5 6 7 

5. 企业大多数员工具有留学经历和学位。 1 2 3 4 5 6 7 

6. 企业基于全球视角培训员工行业知识。 1 2 3 4 5 6 7 

7. 企业能够与其他组织分享共同的目标和使

命。 

1 2 3 4 5 6 7 

8. 企业努力获得和其他优秀组织一样的实践。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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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业使用大型信息系统来编纂和储存知识 1 2 3 4 5 6 7 

10. 企业使用内部建立的共享信息系统 1 2 3 4 5 6 7 

 

问卷到此结束，烦请您再次检查是否填答完整，由衷感谢您的参与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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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究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人力知识资本 -1246 3312 

2. 产品多元化 0.0145 0.986 

3. 企业规模 a 21.64 1.152 

4. 企业年龄 13.85 5.207 

5. 企业绩效 0.0406 0.0565 

6. 国有股权 0.179 0.219 

7. 外部董事比率 0.354 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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