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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及企业资本的积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逐渐成为全
球性的潮流。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是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
个热点问题。理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对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经营
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却未能很好地回答企业社会责
任会对投资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影响机理。因为证券分析师是资本市场中的“信

库

息中介”和行业专家，能够代表投资者的预期或能够显著地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

要

信念，故本文将研究的焦点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

摘

理论、长期利益理论等理论，从两个层面（公司层面和分析师-公司层面）、三个

文

维度（分析师跟进决策、股票评级和盈余预测）上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
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论

第一章为引言，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研

士

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能的创新；

第二章为制度背景分析，分别介绍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及证券分析师行业的

硕

制度背景；

博

第三章为文献综述，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梳理了现有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影响的已有文

学

献；

大

第四章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行为的影响。在对分析师跟进行为
的研究中，本文基于分析师跟进组合的视角，运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

门

契约理论、长期利益理论等）和实证方法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行为

厦

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从两个层次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分别从公司层面和分
析师-公司层面研究了分析师跟进行为的三大维度：纳新决策、跟进数量和持续
跟进决策，主要包括：（1）从分析师-公司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纳新
决策的影响；
（2）从公司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人数的影响，是对
分析师跟进行为宽度上的考察；（3）从分析师-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
析师是否持续跟进决策的影响；
（4）从公司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持续
跟进行为的影响，是对分析师跟进行为深度上的考察，涉及分析师持续跟进的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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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深度（持续跟进的人数比例）和时间深度（持续跟进年数）。
第五章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股票评级的影响。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
分析法，从公司层面和分析师-公司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股票评级的
影响。具体包括：
（1）从公司层面出发，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股票评级的
影响；（2）从分析师-公司层面出发，考察企业相对于分析师现有评级组合的相
对社会责任水平对分析师股票评级的影响。

库

第六章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本文从两个层次

要

（公司层面和分析师-公司层面）、两个维度（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维度和盈余
预测分歧维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具体包括：

摘

（1）从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2）从

文

分析师-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相对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3）
从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的影响；（2）从分析师-

论

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相对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的影响。

士

第七章为全文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本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
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硕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博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地对分析师跟进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越容易被分析师新纳入跟进组合，分析师跟进的宽度越宽

学

（跟进的人数越多），分析师跟进的持续性越高（越容易持续跟进、跟进的人数

大

比例越高、跟进的年数越长）；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地对分析师股票评级产生正向影响；

门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地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但同时也显

厦

著地加剧了分析师间的预测分歧。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预测准确性；预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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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enterprise capital, it becomes a global trend for companie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hot
issue that lead to concern in business and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库

years.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ings that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promote enterprise perform social

要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es the goal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However, studies have

摘

failed to answer well wha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ll be impact for
investors.Because securities analyst is the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and industry

文

expertsin the capital market, they can be represent investors' expectations or can

论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vestor's judgment and belief, so this paper will be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 behavior.

士

Base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pend on the

硕

stakeholder theory,social contract theory, long-term interests theory and so 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 behaviorfrom

博

two aspects (company level and analysts - company level), three dimensions (analysts

学

follow up decision-making, stock rating and earnings forecas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main content of chapters are as follows:

大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including put forward problems, the purpose

门

and meaning of the research,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technical route and
the possible innov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analysis of system

厦

background,respectively introduces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ystem
background of securities analyst industryin our country. The third chapter is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research, and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also analy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about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 behavior.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investgat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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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nalyst coverag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nalysts cover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sts coverage combination.Based on the three

theories of stakeholder theory,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ory of long-term interes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s coverage behaviors empricially.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do the empricial study from two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company level and analysts-company level, to researc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库

analysts coverage activities, decision-making, number of coverage, and coverage

要

persistence. The empricial research mainly includes: (1) Studying how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nces analyst recruiting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摘

analysts-company level. (2) Studying how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nces

文

the number of analysts coverage from the company level. It is to inspect the width of
analyst coverage. (3) Studying how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nces the

论

decision whether the analysts continue to cover the company from the analyst

士

–company level. (4) Stduying the influ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
coverage behaviors.It is to inspect the depth of analyst coverage, which includes the

硕

investigation of the number of analysts who continue to coverage and time of

博

continuous.

The fifth chapter studies whether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acts on

学

the rationgs of stocks which are coveraged by analysts. From the previous two levels,

大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impacts Bothe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reaserch
includes specifically:(1)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门

analysts stock rating from the corporate level.(2)Examining how the existing rating

厦

and the existing level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ences the stock ratings from
analysts-corporate level.
The sixth chapter studies how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nce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 behaviors. The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from two
dimensions on the previous two levels, which includes specifically: (1)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 accuracy from
the company level. (2)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 accuracy from the analysts-company level.(3)Examining
IV

ABSTRACT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

differences from the company level.(4)Testing the impact of rela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analyst forecast dispersionatanalysts-firm level.
The seventh chapter is the summary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 This chapt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nd future

库

research directions.

要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can significantly influnce analyst

摘

coverage positively.The higher i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the more

文

possiblly for the company to be coveraged by analysts, and the width of analyst
coverage is bigger (more analysts coverage), andthe persistenceis higher (more likely

论

to coverage, higher proportion of coverage, longer number of years of coverage).

rating on the stock analyst positively.

士

Second, the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the

硕

Third, the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Key

博

of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and also greatly exacerbated the forecast dispersion.
Words: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Analyst

厦

门

大

学

Recommendation；Forcast Accuracy；Forecast Dis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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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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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及企业资本的积累，企业的长远发展已不仅需要股东提
供的货币资本，更需要其他多种资源的相互耦合与共生（沈弋等，2014）。然而，

库

近年来，企业污染、偷税漏税、损害员工权益、产品安全等问题却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促使社会公众增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要

CSR）的关注，责任消费运动、责任投资①（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
环境保护运动和劳工保护运动逐渐兴起并逐步成为新的常态。同时，中国证监会、

摘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亦从政策层面上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我

文

国企业逐渐兴起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浪潮，统计发现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在
2009-2013 年间分别发布了 371 份、471 份、518 份、582 份、644 份，共计 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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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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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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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报告数量
占比（%）

图 1-1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企业发布 CSR 情况

责任投资也称伦理投资或绿色投资，它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其基本原则是通过
资本引导，促进企业采取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
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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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自身发展吗？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入能够获
得资本市场中参与者的认可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影响市场对其定价吗？这
需要学术界的科学检验。然而，与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学术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却相对有限（Dhaliwal et al.，
2012）。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提高公司的声誉（Johnson，
2003；Mahon &Wartick，2003；Fombrun，2005；Donald & Martin，2012），促进

库

产品销售（Lev et al.，2010；Serafeim，2013）。同时，也有文献研究了企业社会

要

责任披露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如 Bauer & Hann（2010）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
任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成本，Dhaliwal et al.（2011）、李姝等（2013）研究发现

摘

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孟晓俊等（2010）则从利用文献

文

推导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资本成本存在“U”型关系。也有学者从信息含量角
度开展研究，如朱松（2011）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信

论

息含量。更多的学者则是将研究聚焦到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或者企业价值的影响，

士

如 Heinkel et al.（2001）运用市场分割理论模型、McWilliams & Siegel（2001）
运用供需模型从理论上推导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表现的关系；

硕

Ramchanderet al. （ 2012 ）、 Hong et al. （ 2012 ）、 Servaes&Tamayo （ 2013 ）、

博

Hawn&Ioannou（2013）、李正（2006）、张兆国（2013）等学者则运用各国资本
市场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或企业价值的关系。

学

然而，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中，学者们却忽视了对资本市场中

大

重要参与者——投资者的影响研究，未能回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投资
者对企业的定价及投资决策问题。投资者是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对企业

门

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定价很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但由于投资者的专业知识以及获

厦

取企业社会责任全面信息成本的限制，一般投资者很难获取或深入理解企业社会
责任信息，更无法定量评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Surroca et al.，2010）。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通常无法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Walther（1997）和 Dhaliwal et al.（2012）等学者指出，卖方证券分析师②能
够代表投资者的预期或能够显著地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信念。分析师作为一个群
体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资本市场参与者之间，特别是上市

以下简称分析师，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分析师均特指卖方证券分析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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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桥梁”，其在向资本市场传递资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其跟进、股票评级以及盈余预测行为已经成为市场参与者进行投资决
策的重要依据（Healy and Palepu, 2001；Cohen et al., 2010；Chen et al., 2013）。
分析师拥有特定的行业知识与信息获取、处理方法，能够较好的评估企业非财务
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据此，转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就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库

事实上，已有个别学者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对分析师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要

如 Dhaliwal et al.（2012）开创性地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
的影响，杨明秋等（2012）亦进行了类似研究；Ioannou&Serafeim（2014）研究

摘

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分析师评级的影响；刘彦来等（2014）研究了企业社会责

文

任对分析师跟进数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均为公司层面的研究，认
为分析师个体是同质的，忽视了分析师之间的异质性，这将导致上述研究结论的

论

可靠性受到质疑；Dhaliwal et al.（2012）和杨明秋等（2012）等人仅仅研究了企

士

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产生的经济后果，是对是否披露行
为的研究，而非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身的研究，且两者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

硕

异；Ioannou&Serafeim（2014）则是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研究，由于市场差异，

博

其对分析师评级行为的研究结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和形成、成熟较晚
的我国分析师可能并不适用；刘彦来等（2014）的研究亦忽视了分析师之间的异

学

质性，且仅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宽度的影响问题，未能进一步考察

大

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深度的影响问题。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本文发现
已有文献未能很好的回答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问题。

门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两个层次（公司层面和分析师-公司层面）三个维度（分

厦

析师跟进、股票评级和盈余预测）上回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究竟能够对
分析师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能够对分析师的跟进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责

任水平相对较高的公司是否更容易被分析师纳入跟进组合？社会责任水平高的
公司分析师跟进的人数是否更多、分析师跟进的持续性是否更高？
（2）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的公司是否更具备投资价值？分析师股票评级是
否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
（3）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的公司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是否更高？企业社
3

企业社会责任对卖方证券分析师行为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会责任能够降低分析师之间的盈余预测分歧吗？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第一，从理论上论证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以及盈余预测的
影响。具体包括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等理论分析（1）企业社会责任

库

对分析师跟进决策（纳新决策、跟进决策和持续跟进决策）的影响；
（2）企业社
会责任对分析师股票评级决策的影响；
（3）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

要

响；

摘

第二，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以及盈余预测的影响，
并辨别分析师-公司层面与公司层面分析师行为的差异。具体包括（1）实证检验

文

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将一公司新纳入跟进组合③的影响；（2）从公司层面实证

论

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人数的影响，考察分析师跟进宽度受到企业社会
责任的影响程度；（3）从分析师-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是否持续

士

跟进决策的影响；
（4）从公司层面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持续性的影响，

硕

考察分析师跟进深度受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程度；（5）分别从分析师-公司层
面和公司层面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股票评级行为的影响；
（6）分别从

学

预测分歧的影响；

博

分析师-公司层面和公司层面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和

第三，为促进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和增强

大

资本市场效率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门

二、研究意义
我国资本市场中分析师行业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公布的历史均较为

厦

短暂，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常态，使得对企业
社会责任影响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和盈余预测进行研究颇具特殊意义。
（一）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找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师行为的路径
本文从理论上找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和盈余预测的

作用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的作用路径如

本文将“分析师将一公司新纳入跟进组合”简称为分析师纳新决策，下同。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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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对水平）——企业价值创
造与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决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师行为路径的理论
研究，对该领域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二）丰富了社会责任经济后果和分析师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数只关注企
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功能，本文则聚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问题，探讨企

库

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并从公司层面和分析师-公司层面同时进

要

行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分析师行为影响因素的
研究中注入了新的元素。

摘

（三）加强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对分析师社会责任偏好的理解

文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上市公司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利益
相关者关系管理，合理利用分析师这一重要信息中介，以求提高企业价值；有助

论

于投资者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价值，客观看待分析师的在企业社会责任报

士

告解读中的中介作用。

硕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一、研究内容

博

本文梳理了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经济后果以及分析师跟进、股票评级和盈余

学

预测行为相关的文献，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对分析
师跟进决策、股票评级和盈余预测行为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

大

第一章为引言，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研

门

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能的创新；
第二章为制度背景分析，分别介绍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及证券分析师行业的

厦

制度背景；
第三章为文献综述，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梳理了现有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行为影响的已有文
献；
第四章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行为的影响。在对分析师跟进行为
的研究中，本文基于分析师跟进组合的视角，运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
契约理论、长期利益理论等）和实证方法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跟进行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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