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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 、ERP 系统实施与公司绩效
———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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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 1997—2015 年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控股股东性质、董事长
和 CEO 的两职分离、高管持股三个主要方面为切入点，研究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对 ERP 实施和公司绩效的影
响。研究发现: 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对 ERP 系统实施和公司绩效的提升具有制约作用;
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两职分离在 ERP 系统实施和公司绩效的提升过程中并未起到关键作用; 而管理层持
股更有利于促进成功实施 ERP 系统与提升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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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概念是美国 Gartner Group 公司 1990 年提出
的，是在市场发展相对完善、制度相对健全、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环境下，伴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产
生的。ERP 作为先进管理思想和先进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有助于打破公司内外信息壁垒、实现业
［1］
务流程重组，强化供应链战略联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公
司信息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的延伸和扩展 ，ERP 作为融合了 IT 技术和先进管理思想的信息集成
系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满足了现代公司信息化建设的需求 。 对于许多希望提高市场竞争力的
公司来说，ERP 系统已经成为一项必要的工程。
2000 年初，我国开始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鼓励公司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支持引进先进的信
息管理系统。在国家政策的刺激和支持下，我国公司的信息化之旅快速展开，美的、格力电器、长安汽
车、一汽大众等国内优秀大型公司陆续带头引入实施 ERP 系统，经过几年的调整适应对公司绩效产生
了重大作用。2014 年财政部发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再次重申加
强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建设，鼓励公司将会计和生产以信息系统的手段联系起来 。 在互联网 + 、大数
据信息时代背景下，管理一体化重视度将会再上新台阶 ，ERP 系统的应用和研究也将会再次迎来一个
新的高潮。
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ERP 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对其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一方面，对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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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ERP 实施影响公司短期绩
实施与公司绩效的研究结论不一 ，如 ERP 实施是否会影响公司绩效
［4-5］
？ 另一方面，对 ERP 实施绩效影响因素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是 ERP 软件选型、技
效还是长期绩效
［6］
术整合以及企业内部资金支持等制约着 ERP 实施 ，还是企业性质、管理水平和高层领导支持等组
［7］
织内“非技术 ”要素更至关重要呢 ？ 并且，由于 ERP 系统在我国实施时间不长，该领域的研究比较

新颖，故对 ERP 系统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实证分析也多集中于探讨 ERP 系统与
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鲜有深入探究影响 ERP 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鉴于此，本文以 1997—2015 年
间在我国沪深两市的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决策体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
制，从控股股东性质、董事长和 CEO 的两职分离、高管持股三个主要方面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影响
ERP 实施的关键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 。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首次系统性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
证实了组织“非技术”要素也是 ERP 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拓展了公司
信息化的研究领域；第二，在数据选取方面，充分考虑了 ERP 系统实施效果具有时间滞后性这一因素 ，
将研究的时间范围进行扩大，使研究结论更真实可靠。
二、文献回顾
由于 ERP 系统兴起于公司管理理念较先进和管理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 ，在国外的实施时间相对
较长、技术相对成熟，所以国外对其实施绩效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全面 。在 ERP 实施与公司绩效
［8-9］
。但自 21 世纪以来，
关系的研究中，早期研究认为 ERP 实施对公司绩效并未产生明显的直接贡献
肯定 ERP 实施对公司价值和绩效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逐渐成为主流 。ERP 系统实施不仅能够促进

公司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流程重组 ，提升公司运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消减成本、增加收入，提高公司
［10-12］
。ERP 实施是一项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其实施效果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规模、股
的盈利能力
［13-14］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特征［15-16］等等都是影响 ERP 系统发挥效用的关键因素。
［17］
国内关于 ERP 系统实施绩效以及实施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 饶艳超 通过对

权结构

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ERP 实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ERP 实施并没有让公司的主营业务成
［18］
本和营运费用显著降低。但王汉新 研究认为 ERP 实施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营运费用 ，并且外部监督
［19］
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立彦和张继东 的研究也得出实施 ERP 对公司绩效具有积
［20］
极促进作用，公司的规模和所处行业都会对 ERP 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得结论。 徐文娟等人 将实施
ERP 公司样本和未实施 ERP 公司样本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实施 ERP 的公司优于未实施公司的财务业

绩，但是实施公司在实施初期的财务表现都低于未实施前的状态 ，另外大规模公司，需要在较长实施
ERP 系统后才会得到协同效应，促进企业绩效，而小公司则见效快，并且公司财务状况越良好越有利
［21］
于 ERP 系统发挥效果。孙玥璠和张真昊 在继续论证了 ERP 促进公司绩效的基础上，详细检验了
ERP 系统对企业 ROA、ROE、CAT、TAT 等营运能力指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

不明显，另外还发现公司资本规模、所处地区以及是否为技术密集型企业都会影响 ERP 的实施效果。
［22］
黄京华等人 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对于 ERP 投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多元化程度高
的公司在实施 ERP 后，其绩效表现低于多元化程度低的公司 。
综上，近年来，随着 ERP 影响公司绩效问题的不断深入研究 ，学者开始探索影响 ERP 实施效果的
关键因素，但仍以公司规模、行业特征、品牌选择等客观因素对 ERP 实施效果影响的研究居多，而从公
司治理角度对 ERP 系统实施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却较为匮乏 ，毋庸置疑，ERP 系统成功实施
是企业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效整合到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 ，而这些均受公司治理机制制约； 另
外，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对 ERP 实施的实证研究较多采用样本配对比较的方法 ，即比较实施公司和未
实施公司，以及比较样本公司实施 ERP 前后的业绩，但是未实施公司对照组的选择标准无法准确控
制，公司绩效还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 ，这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误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本质上来讲，公司不惜重金投入 ERP 就是为了能够促进公司内部业务流程优化 ，加强公司外部
合作协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的目的，并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创造能
— 66 —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力。而 ERP 系统如同公司其他信息技术资源一样 ，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创造价值，需要和公司其他资源
相结合来创造利润，实现价值增值。 因此，ERP 系统作为公司一项技术创新投资，其成功实施的关键
［2］

取决于公司良好的内部环境和资源配置效力

。 以提高公司效率和公司价值，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为最终目的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其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对未来发
展的战略导向也会影响到公司创新动力和技术能力的获取 、人力资源的配置以及技术创新资金的投
资，决定着公司技术创新的长效投入机制的建立 ，进而影响 ERP 系统的研发投资及其实施效果。
吴敬琏在其《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
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其实质就是决策体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一种
制度安排。因此，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及其功能机理，本文从股权性质、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问
题，即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 ，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三个方面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 ERP
实施效果的影响。
股权性质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决策机制 ，对公司有效实施 ERP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同
［14］
性质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融资、投资等理财行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Okamuro 通过对国有控股公司
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对比研究发现非国有制股权有更强烈的愿望去进行 ERP 系统投资，并且其公
司绩效表现更好。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有上市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国有控股企业重组改制
而成，有些公司至今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机制转变，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一方面，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大多根据国家的一些法律政策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的需要进行组织生产 ，其职能和
目标不再是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需要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另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的高
层管理实行行政任命制度，获取政治提升是我国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主要私有收益之一 ，这就会促使
高管将政治目标内化成自己的行动目标，从而更多关注于提高能够得到政府认可的短期业绩。 但
ERP 专业性强、投资成本大、实施周期长，而且需要支付大量专业型技术人才成本，导致了 ERP 系统
的绩效往往在财务表现上极不稳定 ，甚至有的公司在实施初期出现财务恶化现象 。 因此，在这样的股
权结构下具有较高风险性和复杂性的 ERP 项目的投资就显得不再那么有诱惑，甚至某些高管为了建
［24］
立自己的“职业帝国”，还会设置信息壁垒来干扰 ERP 实施的效率和效果 。由此可见，ERP 系统投
资的高风险性和收益被瓜分是导致国有控股企业对 ERP 系统兴致缺失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国有控

股企业是由国家作为出资人成为控股股东 ，国家股没有“人格化 ”，其产权主体不明确，委托代理关系
层次多、关系复杂，“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越位 ”现象普遍，直接导致无法正确评估管理者做出谨慎
的 ERP 系统投资决策和建立严格执行监管机制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ERP 系统功效的发挥。 相反，非
国有企业产权明确、社会责任轻、对经理人监管严格。 在进行 ERP 投资时，高管会认真决策，积极实
［23-25］

施，严防项目失败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因此，非国有企业 ERP 实施效果往往更好
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基于上述分

H1：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国有控股不利于 ERP 系统的实施，从而抑制公司绩效的
提高。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战略选择 ，并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因此，组织
［26］
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管理者个人特质的反映 。 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结构会影响公司各种政策和
［27］

制度的执行效率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中心组成部分，作为监督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者，其独立

状况和效能直接影响着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结构 。目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背景下，资本市场
欠发达，其执法效率和监管水平低下，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权利配置结构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公司 ERP
系统的实施效果。
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主要体现为董事会领导权问题上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兼任情况降
低了互相监督效应，不利于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水平。 当公司 CEO 和董事长由同一人兼任时，公
司的董事长为了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 ，可能会利用高度集权来限制董事会活动 ，从而使董事会职能失
灵，造成董事长一言堂、一权独大的现象。因此，在董事长和 CEO 的职位与职责集于一人之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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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管在公司“独揽大权”，这样就会使公司规章制度对 CEO 来说形同虚设，削弱董事会对公司高管
［28］
的监督制衡效应，抑制公司的创新性 ，导致其考虑问题片面化，决策短期化，进而降低公司研发投
资效率。但是两职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董事会的创新能力 ，有效促进 ERP 实施，提升公司绩
［29］
效 。这是因为董事长和 CEO 的两职分离更能够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出发，多重角度去分析 ERP
系统投资决策，为 ERP 成功实施增添保障。同时，两职分离会更全面监督 ERP 实施过程，优化公司业
务流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董事长和 CEO 的两职分离有利于 ERP 系统实施，从而促进公司
业绩的提高。
团队理论认为：公司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导致了偷懒问题的产生，使得监督成为必要。
为了使监督者有监督的积极性和使监督有效率 ，监督者必须既是所有者，占有剩余收益； 又是公司的
［30］

管理者，拥有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力

。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在控制

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而导致的股东对企业经营信息及时了解掌控的缺失 ，经理层利用其相应的权利
能充分获得并占有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确定性就造成了委托代理冲突 。 因此，在对待 ERP
系统问题上经理人和股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尤其在保守的经理人和喜好风险投资的所有者之间冲
突更大。经理人往往更倾向小风险项目的投资 ，而 ERP 投资金额大，实施范围广，对公司管理要求较
高，短期内经理人很难从中获利，并且，ERP 系统一旦研发决策失败，经理人不仅有可能被解雇甚至会
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声誉。因此，经理人往往并不愿意承担实施 ERP 的风险。 为了实现长期利润最大
化，保持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战略发展，股东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分散这种投资失败的风险 ，
会更倾向于支持 ERP 投资。故两者目标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 ERP 系统的实施和运行。
此外，ERP 系统作为公司的一项重大投资除了会占据大量资金外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源 ，
比如内部信息化完善、人才引进、员工培训等，这些都会给经理人带来额外成本负担 ，而且经理人还需
［31］
要学习掌握实施 ERP 系统的新知识、新技能，这些都会降低经理人对 ERP 的兴趣 。 学者刘伟和刘
［32］
星 的研究也发现在高新技术公司实施高管持股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个人短视行为 ，更加主动参与到

创新投资中。这说明为了减少或降低管理层在推动 ERP 系统实施过程中的“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
险”，有必要实施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 ，通过给与经理人一定比例的股权让管理者具有剩余索取
权，使公司的利益、股东利益和经理人利益趋于一致，并以此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 股东的让权一方
面有效弥补了经理人为了实施 ERP 系统而额外付出劳力成本和管理成本 ，从利益上刺激了经理人实
施 ERP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避免出现不利于 ERP 实行的举措
或者消极怠工的情绪，从而促进经理人参与 ERP 投资的积极性，在 ERP 系统实施过程中主动参与和
监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管理层持股有利于 ERP 系统实施，从而促进公司业绩的提高。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在实施 ERP 的国内外企业中，制造业公司占比多达 70% ～ 90% ，并且应用的 ERP 模块更加
全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为避免行业差异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选取 1997 ～ 2015 年间在我
国沪深两市的 A 股实施 ERP 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
在我国，ERP 系统实施信息并非强制披露信息，相关统计机构及数据库也并未收录这方面的信
息，无法获取统一的系统数据，因此本文参照以往文献研究中所采用的网络搜索的方法，利用公司代
码或公司名称加上“ERP”在百度、谷歌、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内部控制报告等内容中进行搜
索，或者通过公司名称加 ERP 主要供应商如：“SAP”、“用友”、“金蝶”、“Oracle”、“神州数码”、“浪
潮”、“易飞”等关键字进行搜索，初步得到实施 ERP 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研
究的影响，本文根据以下原则对初步取得的样本进行进一步筛选 ：
（1） 由于网络搜索获取的样本公司 ERP 实施信息的披露内容有所不同，包括引入 ERP 系统、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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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开始实施、
ERP 上线验收等。根据前人的研究，
ERP 实施的平均时间通常在 9 个月到 1. 5
项目启动、
［3］［16］

年

，
因此对于没有明确 ERP 上线时间但有明确启动时间的样本，本文人为地将上线时间确定为引

进或启动时间的下一年；在进行这一处理后，
剔除依然无法确定具体实施时间的样本公司；
（2） 剔除 1997 ～ 2014 年间被 ST 及退市处理的样本公司；
（3） 剔除上市前或上市当年实施 ERP 的企业，无法获取上市前的财务报告；
（4） 剔除只实施了一个或极少模块的企业 ，此类企业只是应用了的个别模块，不能判断企业绩效
的变化是否是由于 ERP 实施引起的；
（5） 剔除由于企业自身信息披露、指标计算不准确或数据库所采数据不全面不完整等原因造成
的财务会计数据或指标缺失的上市公司 ；
（6） 剔除在研究期间内发生过兼并收购等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上市公司 。
样本公司的其他财务信息等相关数据则通过国泰君安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获得。 经过上述
样本处理，共得到 1997 ～ 2015 年间制造业 386 家实施 ERP 的样本公司，并采用 Excel2010 和 Stata12. 0
统计软件对样本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工作 。
(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对公司绩效可以采取经济增加值 （ EVA） 、托宾 Q、会计指标 ROA、ROE 等衡量指标从市场反应和
财务绩效两个角度来度量，但各个指标对公司绩效评价的侧重点又不尽相同。EVA 是衡量扣除了资
本使用成本后的税后利润余额，显示的是股东获得的剩余财富，是一个结果性指标，不利于考察公司
内部运营状况。托宾 Q 值是一个联系企业价值和资本市场的财务指标 ，侧重衡量公司价值和成长性，
所以用该指标来反应公司绩效也有失偏颇 。而会计指标相对较成熟、准确而且衡量标准统一，可以更
全面反应公司绩效。 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基础上，选用 ROE 来衡量企业绩效。 其中，
ROE = 净利润 / 净资产。
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在公司治理结构在 ERP 系统实施过程中是否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在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哑变量对 ERP 进行定义，即实施了 ERP 系统的企业为 1，未实
［12］［21］

施企业为 0

。选择国有控股（ STATE）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情况（ LES） 和高管持股（ MO） 三
［13-14］［32］

个变量作为衡量公司治理结构的指标

。 国有控股指标以国有股占比来表示可有效避免划分

为国有股和非国有股这种哑变量指标给模型带来的影响 ，而且可以更有效的反应国有股比例的高低
对 ERP 系统实施效果的影响。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公司治理对“ERP 系统———公司绩效 ”关系的影响，本文借鉴了同类文献的做
法，引入了公司规模（ Size） 、资本结构 （ Levg） 、公司成长性 （ Growth） 自由现金流 （ CFO） 以及上市年龄
（ IPOage） 一系列控制指标来控制其他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 另外，由于本文研究时间年
限较长，又包含了经济危机，因此，本文按照每个自认年度设置哑变量来控制宏观经济周期对公司绩
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 三) 模型设计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对 ERP 实施和公司绩效的同质调节作用 ，本文首先在模型中加入 ERP、
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和两者的交乘项来建立模型 ，分别来分析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对 ERP 系统实施的影
响。本文的研究模型如下（ 下面以国有股为例，两职分离建立的模型为 （4） 、（5） 、（6） ； 高管持股建立
的模型为（7） 、（8） 、（9） ：
ROE i，t = α0 + β1 ERP i，t + β2 Control i，t + ε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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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E i，t = α0 + β1 ERP i，t + β2 STATE i，t + β3 Control i，t + ε i，t
ROE i，t = α0 + β1 ERP i，t + β2 STATE i，t + β3 （ ERP i，t × STATE i，t ） + β4 Control i，t + ε i，t
表1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ERP

净资产收益率
是否实施 ERP

STATE

国有股

LES

两职分离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不同的人担任，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MO

经理层激励

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
票总数占总股本的比值

Levg

资产负债率

Size

公司规模

Growth

企业成长性

公司绩效
ERP 实施

ROE

公司治理

控制变量

（3）

CFO

自由现金流

IPOage

上市年龄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净利润 ÷ 股东权益 × 100%
哑变量，实施公司变量为 1，未实施公司为 0
国有股占全部普通股比例

期末总负债 ÷ 期末总资产 × 100%
Log（ 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本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
入） ÷ 上期营业收入
期末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 期末总资产
从上市年到 t 年的年限
每个自然年设置一个哑变量，取值 0 或 1

五、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 样本公司绩效指标 ROE 的均值 （0. 727） 和中位
数（0. 0716） 都大于零，这说明样本公司在实施 ERP 后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标准差为
12. 9% ，
可见不同公司间的绩效存在较大差异 ；ERP 指标和两职分离变量由于都是使用哑变量定义故
标准差较大，但从均值水平来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公司对 ERP 系统的接受度还是很乐观，而且大部
分公司都对董事会的领导权实行了两职分离 ；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平均值极小且标准差很高 ，可见我国
目前公司内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力度普遍较小 ，而且各个公司之间差异很大； 样本公司中，资产负
债率的平均值为 47. 3% ，半数以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于 47. 5% ，整体上表现为良好发展状况； 公司
1. 152，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不大，说明我国 A 股市场实施 ERP 的
规模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21. 69、
；
制造业公司之间规模相差不远 从企业成长性 Growth 和自由现金流 CFO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增长
率和自由现金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为都相差不大 ，不存在异常极大值的影响，这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入世以来参与全球化的机遇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总体上处于一个稳定
增长的阶段；公司上市年限的均值为 8. 122 年，最小的为 1 年，最大的有 20 年。由此可见，所选样本基
本与实际情况相符，无重大异常情况。
表2
ROE
ERP
STATE
LES
MO
Levg
Size
Growth
CFO
IPOage

均值
0. 0727
0. 499
0. 187
0. 629
0. 042
0. 473
21. 69
0. 187
0. 053
8. 122

中位数
0. 0716
0
0
1
0. 0001
0. 475
21. 55
0. 136
0. 049
7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标准差
0. 129
0. 496
0. 243
0. 483
0. 126
0. 186
1. 152
0. 343
0. 069
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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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0. 436
1
0. 748
1
0. 612
0. 946
25. 05
2. 027
0. 264
20

最小值
－ 0. 566
0
0
0
0
0. 087
19. 30
－ 0. 460
－ 0. 1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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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验证公司治理、ERP 系统实施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全样本进行了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表 3 报告了全样本的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
表3
ROE

ERP

ROE

1

ERP

0. 08 ＊＊＊

STATE
LES
MO
Levg
Size

－ 0. 031
0. 02
0. 069

＊＊＊

－ 0. 203
0. 152

＊＊

＊＊＊

＊＊＊

STATE

LES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MO

Levg

Size

Growth

CFO

IPOage

1
－ 0. 252 ＊＊＊
－ 0. 260
0. 019

＊＊＊

＊＊＊

－ 0. 106
0. 312

＊＊

＊＊＊

1
0. 224 ＊＊＊

1

－ 0. 250 ＊＊＊ － 0. 013
0. 034

＊＊

－ 0. 07

＊＊＊

Growth

0. 310 ＊＊＊ － 0. 062 ＊＊＊ 0. 083 ＊＊＊

CFO

0. 314 ＊＊＊ 0. 040 ＊＊＊ 0. 042 ＊＊＊

0. 124

＊＊＊

1
－ 0. 214 ＊＊＊

1

1
－ 0. 093 ＊＊＊ 0. 301 ＊＊＊
＊＊＊
0. 011 0. 042 ＊＊＊ 0. 044 ＊＊＊
1
－ 0. 041
＊＊＊
＊＊＊
－ 0. 020 － 0. 013 － 0. 162
0. 067
0. 085 ＊＊＊
0. 221

＊＊＊

1

IPOage － 0. 080 ＊＊＊ 0. 124 ＊＊＊ － 0. 254 ＊＊＊ 0. 301 ＊＊＊ － 0. 310 ＊＊＊ 0. 285 ＊＊＊ 0. 322 ＊＊＊ － 0. 110 ＊＊＊ － 0. 047 ＊＊＊

1

注: ＊＊＊表示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 1 水平( 双
侧) 上显著相关。

1． 从公司绩效 ROE 的角度来看，
ROE 与 ERP 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之前学者的研究即实施
ERP 系统能够提高公司绩效的结论相符合；公司绩效与国有控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与预期的符号相一
致，
说明从整体上看国有控股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这与假设 1 部分理论相符合。另外，ROE 与高管
持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说明高管持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也与假设 3 部分预期
ROE 与两职分离的关系虽然符号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相一致。但是，
假设 2 还需继续验证。
2． 从 ERP 实施的角度来看，
ERP 实施与国有控股符号为负且显著，
与假设 1 的预期一致，
可以初步
推断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程度越强，
其 ERP 实施程度越低，
同时结合国有控股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可
以分析得出国有控股不利于 ERP 系统的实施，从而抑制了公司绩效的提高这样初步证明了假设 1；ERP
实施与两职分离显著正相关，与假设 2 的部分预期一致，可以初步推断两职分离可以有效的促进公司
ERP 系统的实施；另外，
高管持股也与 ERP 实施显著正相关，同时结合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也显著正相
提高公司绩效，
这样也初步证明了假设 3。
关可以分析得出高管持股能够促进 ERP 系统实施，
3． 在控制变量中，除了资产负债率在 5% 水平下与 ERP 系统实施相关外，其他所有变量都是在
1% 水平下与 ERP 系统实施和公司绩效显著相关，可见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引入是合适的 。
( 三)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利用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依次以 1997—2014 年实施 ERP 系统
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以检验提出的假设。
1． 国有控股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国有控股对 ERP 系统与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首先做 ERP 与公司绩效的回归，然后引
入国有控股为自变量，最后引入国有控股与 ERP 的乘积项 （ ERP· STATE） 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4，表 4 中 Model 1、Model 2 和 Model 3 分别检验这 3 个过程。
ERP* STATE 的系数为 － 0. 0260，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并且
从表 4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模型 2 中国有控股和 ROE 的系数为 － 0. 0280 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这就说明国有控股不利于 ERP 系
统实施，
从而抑制了公司绩效提升。究其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公司相比在股权结
构上缺乏合理性，
在背靠国家的大前提下，缺乏对 ERP 系统谨慎的投资态度和严格的执行监管机制，更
容易造成 ERP 系统投资失败或使用低效等情况；另一方面，
非国有公司对经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相对
更加全面和完善，
而且在自负盈亏的前提下，
股东和经理人们都不得不为了自身利益而认真对待有利于
ERP 系统受到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执行度，
公司的重大投资，
也就能更好的提升营运能力促进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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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ERP

国有控股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
Modle1
ROE
0. 0060 ＊＊
（1. 98）

Modle2
ROE
0. 0062 ＊＊
（2. 04）
－ 0. 0280 ＊＊＊
（ － 4. 22）

－ 0. 1554 ＊＊＊
（ － 20. 14）
0. 0225 ＊＊＊
（17. 33）
0. 1053 ＊＊＊
（26. 93）
0. 4392 ＊＊＊
（23. 06）

－ 0. 1552 ＊＊＊
（ － 20. 13）
0. 0235 ＊＊＊
（17. 81）
0. 1054 ＊＊＊
（26. 97）
0. 4379 ＊＊＊
（23. 02）

Modle3
ROE
0. 0110 ＊＊＊
（2. 97）
－ 0. 0183 ＊＊
（ － 2. 33）
－ 0. 0260 ＊＊
（ － 2. 27）
－ 0. 1552 ＊＊＊
（ － 20. 14）
0. 0235 ＊＊＊
（17. 84）
0. 1055 ＊＊＊
（26. 99）
0. 4378 ＊＊＊
（23. 02）

－ 0. 0012 ＊＊＊
（ － 3. 90）

－ 0. 0012 ＊＊＊
（ － 3. 95）

－ 0. 0011 ＊＊＊
（ － 3. 72）

STATE
ERP * STATE
Levg
Size
Growth
CFO
IPOage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ts

－ 0. 3676 ＊＊＊
（ － 13. 57）

－ 0. 3762 ＊＊＊
（ － 13. 86）

－ 0. 3805 ＊＊＊
（ － 13. 99）

Adj-R2
N

0. 2563

0. 258

0. 2584

7533

7533

7533

5% 、
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

2． 两职分离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验证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对 ERP 系统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 ，首先做 ERP 与公司绩
效的回归，然后引入两职分离为自变量，最后引入两职分离与 ERP 的乘积项 （ ERP·LES） 为自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 中 Model 4、Model 5 和 Model 6 分别检验这 3 个过程。
表5

两职分离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
Modle4
Modle5
ROE
ROE
0. 0060 ＊＊
0. 0061 ＊＊
（1. 98）
（1. 98）
－ 0. 0023
（ － 0. 72）

－ 0. 1554 ＊＊＊
（ － 20. 14）
0. 0225 ＊＊＊
（17. 33）
0. 1053 ＊＊＊
（26. 93）
0. 4392 ＊＊＊
（23. 06）

－ 0. 1553 ＊＊＊
（ － 20. 11）
0. 0226 ＊＊＊
（17. 35）
0. 1054 ＊＊＊
（26. 95）
0. 4390 ＊＊＊
（23. 02）

Modle6
ROE
0. 0046
（0. 93）
－ 0. 0034
（ － 0. 75）
0. 0020
（0. 34）
－ 0. 1554 ＊＊＊
（ － 20. 11）
0. 0226 ＊＊＊
（17. 34）
0. 1051 ＊＊＊
（26. 90）
0. 4393 ＊＊＊
（23. 07）

IPOage

－ 0. 0012 ＊＊＊
（ － 3. 90）

－ 0. 0012 ＊＊＊
（ － 3. 83）

－ 0. 0012 ＊＊＊
（ － 3. 84）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ERP
LES
ERP * LES
Levg
Size
Growth
CFO

＊＊＊

＊＊＊

Conts

－ 0. 3676
（ － 13. 57）

－ 0. 3684
（ － 13. 59）

－ 0. 3681 ＊＊＊
（ － 13. 57）

Adj-R2
N

0. 089

0. 0304

0. 0810

7533

7533

7533

5% 、
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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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看出，ERP LES 系数为 0. 0020 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说明两职分离可能存在对 ERP
系统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是正向间接作用 ，这与假设 2 的猜想不完全一致。 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可

能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第一，国内两职分离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 。 从当前的现状及上文关系分
析可以推测，当前国内市场透明度不高，国内企业大量存在“用权利说话 ”和“资本治商 ”的现象———
资本方（ 股东） 出于控制公司的目的，往往选择最“听话”的人，而不是选择最恰当、最有利于公司的人
担任董事会成员，这就使得董事会运作形式化，董事对经理监管力度不足，做起了甩手掌柜甚少参与
公司活动，这样一来就无法实现两职分离提高信息处理质量的目的，从而导致创新力不足，监管不到
位，影响 ERP 的实施效果。另外，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期，资本市场规模小、投机性强，
接管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缺乏对经理人业绩的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法律制度等很多外部治理
要素都还相当弱化，因此，客观上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也必然会受到外部治理不健全的影响，ERP 与两
职分离交乘项不显著的结果也可能是受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很难相应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治理
效果导致的。
3． 管理层持股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的回归分析
利用第 2 部分中提到的三个模型采用分层回归方法验证经理层股权激励对 ERP 系统与企业绩效
关系的影响作用，第一步先做 ERP 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第二步引入经理层激励为自变量，第三步引入
经理层激励与 ERP 的乘积项（ ERP·MO） 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6，表 6 中 Model 7、Model 8 和 Model
9 分别检验这 3 个过程。
表6

ERP

管理层持股对 ERP 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
Modle7
ROE
0. 0060 ＊＊
（1. 98）

Modle8
ROE
0. 0058 ＊＊
（1. 97）
0. 0147 ＊＊
（2. 08）

－ 0. 1554 ＊＊＊
（ － 20. 14）
0. 0225 ＊＊＊
（17. 33）
0. 1053 ＊＊＊
（26. 93）
0. 4392 ＊＊＊
（23. 06）

－ 0. 1548 ＊＊＊
（ － 20. 00）
0. 0227 ＊＊＊
（17. 37）
0. 1052 ＊＊＊
（26. 89）
0. 4394 ＊＊＊
（23. 07）

Modle9
ROE
0. 0075 ＊＊＊
（2. 69）
0. 0560 ＊＊
（2. 44）
0. 0532 ＊＊
（2. 12）
－ 0. 1548 ＊＊＊
（ － 20. 01）
0. 0226 ＊＊＊
（17. 32）
0. 1053 ＊＊＊
（26. 91）
0. 4380 ＊＊＊
（22. 99）

－ 0. 0012 ＊＊＊
（ － 3. 90）

－ 0. 0010 ＊＊
（ － 2. 97）

－ 0. 0010 ＊＊
（ － 2. 97）

MO
ERP * MO
Levg
Size
Growth
CFO

IPOage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ts

－ 0. 3676 ＊＊＊
（ － 13. 57）

－ 0. 3719 ＊＊＊
（ － 13. 61）

－ 0. 3707 ＊＊＊
（ － 13. 57）

Adj-R2
N

0. 2563

0. 2564

0. 2567

7533

7533

7533

5% 、
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

从表 6 可以看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 ERP 的交互项的系数为 0. 0532，方向与假设 3 一致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持股比例能通过影响 ERP 实施促进公司绩效的强度从而影响 ERP 系统与公
司绩效的关系，也就是说进行了股权激励的公司更有利于 ERP 系统的实施，从而促进公司绩效的提
高。这是因为公司通过给与经理人一定比例的股权缩小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差异度 ，将公司的利
益、股东利益和经理人利益三者捆绑起来 ，一方面有效弥补了经理人为了实施 ERP 系统而额外付出的
成本，从经理利益上刺激了经理人的主动积极性；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监督经理人的行动，避免出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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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 ERP 实行的举措或者消极怠工的情绪 ，从而使 ERP 系统充分发挥作用，最终提高企业绩效，假设
3 得到验证。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统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 （ 篇幅所限，在此不列表披露回归结果
）
数据 ：
（1） 实施 ERP 和未实施 ERP 公司的绩效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了与 386 家实施
ERP 公司同行业同地区且规模相近的 386 家未实施 ERP 公司作为一对一配对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
果表明前述结论是稳健的。
（2） ERP 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迟滞效应 ”，因此本文在前面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ERP
已实施时间重新进行检验，用以控制 ERP 实施时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新的统计结果来看，与原模
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没有实质性变化 。
（3） 金融危机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剔除 2008、2009 年经济低迷时期的样本再次进行检
验，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公司治理对 ERP 实施与公司绩效的作用不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自 ERP 系统在我国广泛推广以来，ERP 系统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公
司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以 1997—2015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司治理要素对 ERP
系统实施提升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第一、受我国国有企业固有特性的影响，国有控股对
ERP 系统实施和公司绩效具有抑制作用 ，即 ERP 系统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果将随着国有控股比例的
增强而减弱；第二、由于当前我国市场透明度不高，存在诸多董事会运作形式化现象，董事长和 CEO
的两职分离对在 ERP 实施、公司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并未起关键作用 ；第三、管理层持股对 ERP 系统实
施和公司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比例能通过影响 ERP 系统实施效果从而促进公司绩效 。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信息化战略发展步伐 ，提高 ERP 系统实施效果，在我
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不仅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还必须从公司内部管理
入手，提升公司各层管理人员对 ERP 系统的认知程度，加强对 ERP 系统各个模块的整体实施力度，打
破公司内外信息壁垒、实现业务流程重组，强化供应链战略联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本文的研究受相关信息披露不全和获取渠道有限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公司治理变
量选择不够全面，仅从内部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国有股、两职分离和高管持股这些治理的因素进行了
研究，还需进一步改进研究。同时研究对象还有待拓展，本文研究成果只是针对于制造业公司，至于
是否会对其他行业的公司具有一定的借鉴性和适用性 ，还有待未来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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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ERP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OU Yang1、2 ，TIAN Xiaofei2
（1． School of Accounting，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uaian 223003，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verify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regulating eff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P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haracteristics，separation of
the chairman and CEO and the executive stockholding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between 1997 and 2015． We find tha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RP
system performs poorer than tha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between the chairman and the manager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the ERP system；and the management stock op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the ERP system．
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ERP system implementation； firm performance； the 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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