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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冉光圭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

［摘要】优化资本结构，是企业提升钕心竞争力、优化公司治理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
财务管理的核心。通过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理论的介绍，实证分析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
相互关系，提出我国上市公司调整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降低上市公司的负债

比率，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上市公司的负债结构；改善上市公司的权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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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负债与股东权益的对比关系，也是企业债权人权益与股东权益的分配
问题。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决定着企业的价值和融资成本，而且决定企业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企业不
同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如果一个企业中，以债权融资方式为主，则在企业债务资本
与股权资本的比例中债务资本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资产负债率（或产权比率）就会
偏高；反之，如果资产负债率（或产权比率）偏低，则说明该企业资本结构中股权资本占的比重较大，则该企
业采用较多的是股权融资方式。

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
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
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使所有者不

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公司治理包括公司
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效果两大内容，二者与资本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为公司经理、股东
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体现了企业资本的不同来源，这些资本的收益
不同、风险各异，因此影响着公司治理效果。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相互关系的传导机制为：公司治理结构一
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效果。
二、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互关系
（一）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１、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现代企业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权结构是指各股东在企
业股份中所占的比重。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股权结构影响着企业的代理关系，从而影响着企业的资本

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国家股
和法人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自由流通。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自然也
对其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如果公司的国有股比例越高，其国有色彩越浓，往往更容易
从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另外，国有股比例过高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大多不健全，其经营

业绩通常比较差，难以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要求，公司要扩大生产规模只能依赖于债权融资。相反，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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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和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通常不太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只能更多地采取股权融资办法筹集资金。

２、股权集中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股权集中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随着股权越集中
或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大股东保护其投资和监督管理者的激励也随之增加，这有助于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
的冲动，减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可以部分的代替负债在监督管理层方面的作用。另一方
面，负债作为治理机制较其他直接干预方法成本更低，大股东可能更偏好于使用负债作为控制代理成本的机
制，所以股权集中度与负债率正相关。
（二）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效果的影响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效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上。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影

响认识不同。杜兰德（１９５２）将当时流行的资本结构理论见解归为三种：净收益理论、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
折衷理论。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投资者确定企业负债和股本价值的假设条件不同。净收益理论认为，负
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负债程度越高，企业价值越大；营业收益理论认为，不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

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因而企业的总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折衷理论认为，企业利用财务杠
杆尽管会导致权益成本上升，但在一定程度内却不会完全抵消利用成本率低的债务所获得的好处。这时，企

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下降，企业总价值上升，但超过一定程度地利用财务杠杆，权益成本的上升就不再能
为债务的低成本所抵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会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下降变为上升的转折点，是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的最低点，此时的负债比率就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莫迪格利亚尼和米勒于１９５８年提出
ＭＭ定理。ＭＭ定理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例如信息充分、没有破产成本、没有税收、企业零

成长等，在这些假设前提条件的约束下，其基本观点是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因此资本结
构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无关的。之后，莫迪格利亚尼和米勒又将定理中简化的前提假设逐步放宽，又得出了
企业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有关论，以及米勒模型，进而推导出最优资本结构。ＭＭ定理深入探讨了资本结构和
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还包括权衡理论、代理理
论、信号传递理论等，各种各样的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融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可以指导决策行为。
三、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互关系，本文选择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和产权比率作为公

司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的代表变量，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本文选择产权比率和净资产收益
率作为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效果的代表变量，考察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效果的关系。

本文选取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在上证Ａ股、深证Ａ股上市的全部公司的季报、半年报、年报中的财务数据
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是通过Ｅｖｉｅｗｓ３．１计量经济软件处理的。
ｌ、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

本文通过考察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产权比率的影响来论证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实证
结果如表ｌ所示。
普通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参数估计值的ｔ统计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５％时通过了ｔ
检验。根据回归系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呈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对高管持股比例的系

数为０．００２２９６，且Ｐ值＝０．０００５，数值很小，说明高管持股比例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显著。即随
着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负债比率也随之显著增长。这说明在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
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偏好越强烈。同理，为利用银行贷款的便利和避免发行股票导致的

股权分散现象，在我国，股权集中度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负债比率也越高。
表ｌ
变量
Ｃ
Ｘ１

可决系数
修正可决系数

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产权比率的影响

系数

标准差

Ｔ统计量

Ｐ值

—Ｏ．１８０８９１

Ｏ．１６４１６１

１１．１０１９１５

０．ｏ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９６

Ｏ．００２６１２

１０．８７８８ｌＯ

Ｏ．４８０８９ｌ

因变量的均值

Ｏ．４６４１６ｌ

Ｏ．０００５

一０．１８０８９ｌ

因变鼠标准差

０．１６４１６１

回归标准差

一１．１０１９１５

赤池信息准则

一１．１０１９１５

残差平方和
对数似然估计值
Ｄｗ统计量

０．２７０６０２

ｓｃｈｗａｒｚ准则

Ｏ．２８９６３５

Ｏ．００２２９６

Ｆ统计萤

６７３６．２９６

２．００２６１２

Ｆ检验的实际显著性水平

Ｏ．ＯｏＩＸｌ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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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效果的关系。
本文通过考察产权比率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来论证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效果的关系，实证结果
如表２所示。
表２产权比率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变量

Ｔ统计量

Ｐ值

０．００５７３９

２３．７２３６５

０．００００

Ｏ．０００８４５

—７５．８３２４７

系数

标准差

Ｃ

Ｏ．１３６１５４

Ｘｌ

一０．０６４１０１

０．００００

可决系数

Ｏ．２６５６８２

因变量的均值

０．０３１８４９

修正可决系数

Ｏ．２６５６３５

因变量标准差

０．８１９７７２

回归标准差

０．７０２５０５

赤池信息准则

２．１３１７９６

残差平方和

７８４３．８９０

Ｓｃｈ啪此准则

２．１３２７６ｌ

对数似然估计值

一１６９４１．５ｌ

Ｆ统计量

５７５０．５６３

ＤＷ统计量

１．９１９驰滔

Ｆ检验的实际显著性水平

Ｏ．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参数估计值的ｔ统计量在显著性水平为５％时通过了ｔ

检验。根据回归系数，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产权比率呈负相关关系，产权比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系
数为一０．０６４１０ｌ，且Ｐ值＝０．ｏｏｏｏ，数值很小，说明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显著。
由以上两个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遍较高、股权相对集中，在这种情

况下，公司更加偏好负债融资，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较高，而净资产收益率与负债比率呈负相关
关系，较高的负债比率带来的是较低的净资产收益率。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了不良的公
司治理效果。
四、调整资本结构和优化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

１、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据实证结果，产权比率对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有显著影响，且二者是负相关关系。这就要求上市公司采用合适的融资方式，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
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因此，我

国政府机构、上市公司要着重培养债权人的风险意识。同时，所有者有权控制企业的负债行为，及时制止企
业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
２、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大多来自银行借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这不
仅严重阻碍了公司融资的多元化选择，不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和中国资本市场结构，也不利于公司治理结
构的改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促进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第一，建立科学的

发债主体资格审查标准和相关制度，取消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加合格发债主体；第二，迸一
步扩大发债规模，缓解供求失衡的矛盾；第三，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企业债券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进程，放松对企业债券利率的限制，使其收益与风险能较好地对应起来；第四，努力培育企业债券二级市场，
提高企业债券流动性，建立投资企业债券的风险转移机制。同时，借助商业银行力量，推动企业债券市场发
展；第五，培育权威的社会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并实施动态评级。
３、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结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遍较高、股权相对集
中，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更加偏好负债融资，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较高，而净资产收益率与负债比
率呈负相关关系，较高的负债比率带来的是较低的净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负相关
关系，适度分散的权益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加快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
流通，培养一批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中国有股和法人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责任编辑：栾晓平Ｅ—ｍａｉｌ：ｌｕａＩｌ：，【ｉ∞ｐ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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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戴菁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2008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无关，Modigliani和Miller这一发现拉开了资本结构研究的序幕。其后，权衡理论、新优序理论
、激励理论、非对称信息论、控制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假设，揭示出在并非完美的现实世界中，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市场价
值有密切的关系，寻求最佳的资本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很少一部分银行低息贷款，企业没有融资自主权
，加之金融市场封闭，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使企业丧失了自主选择融资方式的可能性和外部环境。因此，有关我国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如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如何安排企业的资本结构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焦点问题，对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近年很多国内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表明，由于市场环境、企业制度及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并不
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如何运用资本结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来分析和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
二、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诸多矛盾，按照“理论铺垫-案例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思路，本文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机理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上市公
司资本结构。
全文紧紧围绕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展开分析，其内容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并提出最优资本结构的客观存在性；第
三部分分析影响企业的宏观以及微观的因素，进而提出动态优化资本结构的方法；第四部分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现状及成因分析；第
五部分为四川长虹资本结构优化分析；第六部分为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以导论引入最优资本结构的问题。
第二部分从资本结构理论谈起，对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做了简单的回顾。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以著名的MM模型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
MM定理的提出在财务理论界和财务实务界都引起极大反响，围绕MM定理的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这些研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
MM定理的各种假设进行验证和评价；二是对MM定理的结论进行实证研究。这里从MM定理的完善市场假设和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条件及其结果两方面来对
MM定理来加以评价。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MM理论为基础，通过分别放宽MM理论的两个重要前提假设发展成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研究税收对资本结构的影
响，另一个是研究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权衡理论并使得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达到顶峰。7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结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
展。新优序融资理论、激励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控制理论等脱颖而出。它们从企业的内部因素来展开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把资本结构的权衡难题
转化为制度设计问题。在充分展示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历史以及发展之后，本文讨论了我国对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将以往对我国
的资本结构研究现状的文章的分析，发现其中问题，为本文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本章最后总结了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对于我国上市公
司资本结构的启示，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结构理论的思路，将微观的财务手段和宏观的政策手段相结合，才能在解决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上收
到实效。
第三部分对影响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宏观环境因素以及微观因素做了详细的分析。宏观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产业特
征以及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微观方面有企业所有者及经营者的态度、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资产结构、经营风险、独特
性。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之后提出动态优化资本结构的判断方法。
第四部分是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进行了国际比较，继而分析了我国上市资本结构的现状以及成因。目前在国际上有两种典型的股权结构模式
：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在英美模式中，股权结构比较分散，政府注重资本市场的培养和发展即资本市场导向融资制度；德日模式中在股权比较集中
，公司治理方式主要以大股东的内部监督和约束为主，即银行导向融资制度。这里本文先分析了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西方发达国家的实
证研究支持优序融资理论，根据梅耶斯等人的考察，西方国家企业的资本结构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内源融资在西方企业融资选择中占据最优先地位：二
是在外源融资中，负债融资远高于股权融资。现在来看我国的资本结构现状，我国的上市公司融资的顺序完全与优序融资理论相悖。我国上市公司企业
的资本结构则具有一下几个特点：第一，偏好股权融资；第二，负债结构不合理；第三，严重依赖外部筹资；最后，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后面临的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是由其特定的环境以及特殊原因所形成的。应针对我国资本结构现状及其成因，借鉴西方理论分析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
因素，寻找出构建最优资本结构的办法。这个部分最后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做了分析。
第五部分为四川长虹资本结构优化分析。这部分分析了长虹的资本结构，对其资本结构优化提出了建议，最后由长虹的资本结构特点引出我国上市
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六部分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对策。这部分针对全文分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策略。
三、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及贡献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为因果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及定性的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引自公开发表的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国研网等；另一类是引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献。本文依据诸多资本结构的研究成果，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梳理
，将中国的资本结构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资本结构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征，最后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在静态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动态的考虑各个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来进行优化，并提出根据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程
度赋予每个影响因素一个权重来确定动态优化资本结构的方向。一个公司的资本结构是不可能静止不变的，一方面，公司本身在不断的发展，另一方面
，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可能静止不变，这个过程中，资本结构会随着公司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用一个静止不变的资本结构作为公
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不科学的，应该结合公司的发展目标以及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因素来动态的考虑公司优化资本结构的方向。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分析的还不够全面，再者没有将各影响因素加以量化，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资本最优结构，仅讨论了在
静态最优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动态的分析资本结构优化的方向。

2.期刊论文 周志方.王俊.ZHOU Zhi-fang.Wang Jun 我国"T"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证研究——兼议一种确定最优
资本结构的新思路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20(5)
文章为中国上市公司寻找最优资本结构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即通过规避最差资本结构转而寻找到最优或者次优资本结构.同时从定量的角度证明了
"T"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最差资本结构的联系,最后为"T"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划分了"三色"预警线帮助企业避开这种最差资本结构.

3.学位论文 王恒 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 2007
融资与资本结构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根据资本成本采用合理融资方式形成一定的资本结构，确定的资本结构也影响着融资方式选择及相
应的资金成本。从静态而言，资本结构是企业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的比例关系，企业债务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从动态而言，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

，企业融资手段有一个基本的排序，即融资方式的选择，比如，内源融资优先，债务融资次之，权益融资殿后。可以说，资本结构是融资安排的结果。
在现代企业融资活动中，融资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合理的资本结构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优化企业的融资组合。
Modigliam和Miller(1958)的经典之作《资本成本、公司理财与投资理论》奠定了资本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从此，对资本结构的研究便成为企业理
财的焦点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如何合理安排公司的资本结构以最大化公司价值这一课题，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成
熟的理论体系。然而，国外的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主要是在既定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下研究各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我国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也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外理论是否适合，以及多大程度上适合我
国国情，还需要具体分析。另外，我国资本结构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研究对象多是上市公司，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区别，共性
并不能代表个性，需要对特殊行业单独分析。电力行业作为基础性产业，服务几乎面向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部门，是整个因民经济活动的共同需要，研究
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有较大现实意义。
本文紧紧围绕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展开分析。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资本结构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本文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分为六章。
第1章导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并对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研究工具和方法，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相关概念的界定等方面做总体性的描述。
第2章是文献基础，系统梳理资本结构研究的历史成果。通过简要介绍早期资本结构理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代理成本理论、激励
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等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为分析我国上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做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3章介绍电力行业的特点，分析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并论述上市公司面对的制度基础。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市场完
善程度密切相关，而市场完善程度又是社会制度及经济环境的综合表现，分析我国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和资本市场制度有助于理解电力行业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的现状。
第4章为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将14个原始变量缩减为6个指标，然后运用回归分析找出能影响资本结
构的指标，并建立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模型。
第5章为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分析。公司绩效既是资本结构优化的目标，又是资本结构优化与否的判断标准。本文以总资产收
益率作为公司绩效衡量指标，以账面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衡量指标，借助线性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实证地探讨了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第6章为全文总结，阐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分析本文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作出展望。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多种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
第一，将理论推衍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经过长期发展，资本结构理论已经相对完善，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却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有违资本结构
理论框架，这就需要以理论为指导，根据我国电力行业的实际情况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这样才可能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第二，运用比较分析法。将电力行业同其他行业对比才能看出电力行业的特点，将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同该行业的整体水平对比才能更好理解上市公
司的特殊性。通过对比，对问题的认识会逐步深入。
第三，采用大量统计、计量方法。采用统计、计量方法，有数据的支持，会使结论更有实际意义。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部分，本文运用因
子分析对所选指标进行简化，得到新变量，然后运用回归分析，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部分，运用回归分析讨论资本结构对公
司绩效的影响。本文的回归都采用逐步回归法，所有统计、计量分析都借助sPsS分析软件完成。
经过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电力行业及该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电力行业资产负债率和全部行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且各年保持稳定，电力
行业长期资产负债率远高于全部行业的平均水平；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产负债率均低于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产
负债率都经历了一个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过程。
第二，找出了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指标、短期偿债能力指标、股权结
构指标、经营能力指标负相关，和规模与资产结构指标、成长性指标正相关；长期资产负债率和经营能力指标负相关，和规模与资产结构指标、成长性
指标正相关；所得税对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无显著影响。
第三，得出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存在一个理论临界值39.4％，在这一临界值限度之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呈
正相关关系，超过这一临界值，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转而呈负相关；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未达到最优。
本文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如下：
就研究内容而言，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基础、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制度基础、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相
对完整的逻辑框架，克服了以往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研究零打碎敲、片面分析的不足。
就研究结论而言，本文得到了一些具有新意的结论。诸如所得税对中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无显著影响；存在一个以总资产收益率为判别
标准的最优资本结构区间；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未达到最优。

4.期刊论文 晏艳阳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趋势研究 -统计研究2001(6)
近年来,陆续有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侧重于研究资本成本,有的则专门研究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但至今还没有人对我
国上市公司总体资本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特别是分行业资本结构的状况进行研究.单个企业资本结构的决策是各种利益权衡的结果,而整体资本结
构的变化反应了各个不同时期各种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各行业资本结构的特点还能反应出行业的盈利性与成长性.因此本文旨在于研究我国上市
公司资本结构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不同行业资本结构的状况,并与美国企业总体资本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以及行业资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由此总
结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般特点.

5.学位论文 徐皓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决策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2007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企业制定融资计划和实施融资决策的核心理论，也是金融界一直以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就资本结构与融资决策的关系而言，资
本结构是企业筹集资金过程中所做的融资决策的结果，即资本结构是静态的存量概念，而融资决策是形成资本结构的原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资本结
构理论的发展由来已久，从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定理开始，对财务理论及资本结构的探索逐渐进入系统化研究的轨道。删定理通过严密数
学推导，证明了在理想资本市场等假设条件下，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删定理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思路和方法的开拓性，他们把现实的复杂因素通过
假设形式抽象掉，将资本结构问题归结到企业价值与企业行为和投资者行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之后，针对MM定理与实际严重不符的前提假设，研
究人员进一步拓展了MM定理，使其更加接近现实，如引进了破产成本、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理论等，使资本结构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其重要理论包括
代理理论、控制权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
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一直没有被引起足够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从财政或银行融通资金，其决
定权并不在企业本身，而是在于政府，企业总体上只是不同资本结构的被动接受者，不是主动决策者；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晰，使得企业
从不同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也就是说，资金虽然来源于不同渠道，但最终都归国家所有。这样对企业而言，通过不同融资方式获取
的资金并没有多大区别。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正日益成为自身资本结构的决策者，并且不同融资方式获取的资金之间的
差异日益显著。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漫长的熊市之后，依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以及制约市场健康运行的内在制度约束的根本改变，资本
市场融资功能重新体现。因此，将企业资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重
要课题。纵观国内外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学术界大致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资本结构的经济效果研究；二是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三是资
本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本文选择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决策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批效益良好、极具
发展潜力的优秀企业，它们急需融入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但是，面对诸如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股权融资以及单纯依靠内部利润留存补
充资本金等各种不同的融资选择时，企业应当如何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融资决策应当遵循的标准是什么，在企业发展的什么阶段应当采用怎样的融资
决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融资决策，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思考是促成本文选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仅试图通过对资本结构理论的简
单梳理，在对前人理论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探寻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将研究范围缩小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的研究，以实证的方法论述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其目的是为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可具操作性的理论指引，以使
企业朝着企业价值极大化的方向发展。
本文研究思路主要采取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意义及方法。
第二章，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现状。首先，系统回顾国外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国外资本结构理论演进历程大致上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早期资本结构理论阶段、经典资本结构理论阶段(即删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阶段。
第三章，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章着重从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诸多因素的研究和理论
分析，引出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九个因素予以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对象特殊化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选取房地产上市公司各企业相关数量
指标代表各个影响因素。数据运用方面，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共计5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间选取为2000年至2005年
各家公司半年的相关财务指标变量。由于本节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对剩余5l家公司中不能满足2000年至2005年间均
有相关数据的公司进行剔除，最后剩余公司家属总计为40家，共得到480个有效样本。采用静态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为
eviews5.0。
实证分析得出，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与可抵押资产比例、公司规模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与非负债税盾、资产收益率、资产专用性、产生内部资源
能力呈显著负相关，但是与无形资产比例和税收因素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也体现了房地产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分析内容在正文中做了详细阐述。
第四章，企业融资决策案例分析。本章主要以万科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该企业于1997年至2004年间所进行的一系列融资行为作为研究数据，进行
系统的案例分析。案例研究将以企业资本结构为主线，着重从配股、增发、可转债以及银行贷款等融资行为入手，比较万科集团每一次融资行为相较于
其他融资行为的融资成本、可行性及合理性的优劣，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予以定量分析和测算。本案例采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包括对配股合理性采用计
量分析的方法，对融资规模采用财务分析的方法以及对可转债分析采用衍生产品定价模型分析的方法予以研究。
本案例研究目的是通过以点代面的方式，通过研究万科这样的房地产龙头企业如何合理选择融资工具、制定融资决策，并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从而作
大作强的案例，运用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视角，揭示企业融资决策应当现实考虑何种因素和遵循怎样的标准，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第五章，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几点思考。首先，明确企业制定融资决策并优化资本结构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其次，结合前文关于
企业微观层面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及案例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建议，并进一步将理论高度提升至宏观政策层面，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几
点思考。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资本结构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理论的系统归纳总结，将研究方向侧重于影响房地产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因素的分析，并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再具体针对单个企业的案例，对企业融资行为进行多角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方法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力求给出定量描述或实证检验，其形式包括表格、图形、计量模型以及数理模型等。根据研究的重点，对我国
企业资本结构进行了实证考察，在分析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因素时主要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计量方法，在全文的实证分析中，运用了
eviews5.0、SPSS等计量分析软件进行建模分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时间有限，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采集数据的困难，实证分析的结果未必达到尽如
人意的程度，有些因素未能给予考察，希望在后继的研究中加以补足。
全文写作的亮点即对房地产公司资本机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特殊化为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集团历年融资决策的实证分析，揭示影
响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内在因素，并为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引及研究样本。

6.期刊论文 张树敏.朱和平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证研究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版）2008(5)
本文围绕资本结构三大理论--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
认为其存在目标资本结构.采用面板数据之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结论,其资本结构决策是动态调整的结果,并检验了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资本成本
影响最大,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说明尚处于权衡理论所阐述的负债利息避税效应显著阶段;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说明其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符合优序
融资理论;非负债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说明存在非负债税盾与债务利息减税效应的替代效应;资产担保价值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说明代理理论所阐述的
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三大理论只能部分解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行为.

7.学位论文 常有新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问题的探讨 2004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多上市公司保持了较低的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于零，仍然渴望通过发行股票融资。
这有悖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长远也有不利的影响。针对我国对公司资本结构研究的不足，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进行分析
，研究其资本结构的现状和形成原因、资本结构优化措施等问题。
本论文在借鉴分析现代西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可收集到的大量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现状
，即资产负债率相对偏低，股权融资远远超过债务融资。论文集中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需要
优化的理由，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措施。就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应用资本结构理论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本文共包括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西方资本结构理论。通过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权衡理论等)、新资本结构理论的阐述，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提
供理论支持。
第二部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现状。本节主要从三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即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表现
为：1.资产负债率总体水平偏低；2.结构不尽合理，流动负债水平偏高；3.融资比例偏低，更偏好于股权融资。
第三部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实性分析。根据我国现实的市场条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经济
环境的现实条件主要表现在：1.国有股、法人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对地位；2.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3.债券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品种单一；4.债
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5.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不完善；6.整体盈利水平偏低；7.个人所得税有时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8.股利分配派现率低，实际
融资成本低。笔者正是通过以上八个方面，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四部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必要性。虽然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上市公司
所处的经济条件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引起企业综合资金成本的变化，从而资本结构的改变。笔者通过四个方面对这一趋势进行了阐述：1.一
股独大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债券市场的创新步伐加快；3.对增发新股的限制；4.信用体系正在建立。正是由于市场制度和体系的完善，要求上
市公司规范自己的融资形为，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第五部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从分析中我们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综合资金成本低并不是合适的资本结构创造的，而是由于我国经济
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的，这种融资行为的存在会给我国金融、证券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我们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优化：1.发展债券市场，丰富债券市场；2.优化股权结构；3.规范股市形为；4.改善公司治理结构；5.调整
公司负债结构；6.提高公司效益。
[个人新观点](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其存在的理由，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会使上市公司现有的资本结构不再适应
经济发展的要求。
(2)引入了EVA对公司治理的理念，提出以有EVA的业绩评价方式代替传统的业绩评价模式，把经理人利益和股东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经理人能够
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角度进行外部融资。
(3)资本结构理论研究都是以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从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来看，对理论研究条件的限制逐渐放宽，但还不可能达到现实的经济
条件，市场经济中的人为因素(个人)，制度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现实的资本结构。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同条件下可能会存在不同的最优资本结构
，它是以综合成本最低，市场价值最大为衡量标准。

8.期刊论文 乐菲菲.李帮义.李丽华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2008(7)
公司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公司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以及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非负债税盾以及成长性与资本结构呈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等.

9.学位论文 张静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 2007
20世纪50年代莫迪尼安尼和米勒建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MM模型，从此以后，资本结构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国内外大量学者对资
本结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着重研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和着重研究资本结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资本结构主流
学派。然而，专门对房地产行业的资本结构进行研究的文献不算很多。1998年以来，在国家实施的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保证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
推动下，房地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此时，研究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及影响这些资本结

构的公司内外部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预期达到以下目的：(1)研究我国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特征；(2)分析形成房地产
上市公司独特资本结构的原因，即影响资本结构的企业内外部因素；(3)通过实证方法验证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建立资本结构决策模型
；(4)探求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策略。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从介绍融资与融资方式入手，引入融资结构的定义，即不同的融资方式形成的企业各项资金来源的不同组合状况。而资本结
构则是融资结构的静态反映，常用资产负债表上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表示。然后对目前国内外资本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发现对资本结构的研究广泛
而深入。虽然行业差异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专门针对某一行业的研究不多。而且，笔者发现，由于研究方法、选取样本和统计分析
工具的不同，对同一行业的资本结构研究，结果却相差很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和评价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从西方大量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中，笔者划分出三大类：MM理论、权衡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MM理
论抽象掉大量现实的干扰，假定了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从而巧妙的揭示出了资产负债表左方的实物资产部分是影响企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成为
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但也正是由于假设条件太理想化，使MM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忽略了经纪人费用和其它交易成本，未考虑企业盈利
的变化等。于是，以Baxter(1967)为首的一些财务学家都先后在MM理论中引入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两种典型的现实因素，进而形成了权衡理论。权衡理
论解决了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存在性，同时也为我们寻求最优资本结构提供了一种思路。而且放宽了无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假定条件，使对资本结构
的研究更加接近现实。新资本结构理论则是随着企业理论的发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把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相联系产生的理论。该理论包括
五个流派：代理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新优序融资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第三部分研究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资本结构特征。首先指出我国现行制度下，房地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
外资、自筹资金及其他资金来源。然后，根据从WIND资讯数据库里提取的1997至2006年的房地产行业资金来源构成数据，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资金来源
特征主要有：(1)规模上，房地产业资金投入一直保持高位运行；(2)资金来源构成上，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占比较大，而债券、国家预
算内资金份量很小；(3)发展趋势上，2003年是分水岭，由于2003年受国家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2004年国内贷款比2003年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
，然而2006年国内贷款比例又开始增大；(4)资金来源上，以外源融资为主，而内源融资比例较小(低于20％)，且外源融资中又以国内贷款和定金及预收
款为主；(5)资金风险上，在房屋销售的过程中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在55％以上，银行作为个人住房贷款的提供方，承担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最后，利用
选取的符合一定条件的3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6年的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率及长期负债率的数据，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房地产上
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呈现出如下特点：(1)大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布在0.5至0.7之间；(2)我国房地产行业内部公司间资本结构差异也很大
：(3)总负债中流动负债占比非常大。
第四部分分析上述资本结构特征形成的原因，即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影响房地产行业资本结
构的宏观因素包括政策环境(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及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房地产市场环境、利率政策和汇率
政策。而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财务因素(盈利能力、成长性、资产抵押价值、企业规模、短期偿债能力、所得税、非债务税盾、营运能力及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和非财务因素(股权结构、房地产开发水平、公司股剥政策及债权人态度)。
第五部分在第二部分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和第四部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考虑截面数据和时序分析各有优缺点，为了增强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笔者采用了平衡面板数据。在选取样本时，为能反映出正常情况下的行业情况
而附加5个约束条件，最终选取了39家公司2000年至2006年的数据。变量设计以第四部分的理论分析为基础，选取可量化可获取的九个因素；盈利能力、
股权结构、企业规模、所得税、成长性、短期偿债能力、资产抵押价值、非债务税盾和营运能力。利用统计分析软件EVIWS3.1，对每个因素常用的几个
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出每个因素所用的唯一代表指标，作为自变量。在对这些指标总体相关性进行分析后，发现九个变量无显著相关性。然后采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以及逐步回归法，确定出资本结构决策模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及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有负向影响
；国家股比例、企业规模及营运能力对资本结构有正向影响：所得税、成长性及资产抵押价值对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六部分针对前面部分，提出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策略。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多元化融资策略：债券融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房地
产证券化，海外融资及其它融资方式。另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的政策支持：推进银行体制改革，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约束；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发挥
负债融资治理作用；实行股票发行核准制，增加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在资料选取和研究方法上，选取了最近的连续七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于实证分析中的变量设计，由于各因素常可以多个
指标来表示，要全面客观的反映出各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又避免严重的多重的共线性，笔者既没有武断的任取其一，也没有采用繁杂的主成分分析
法，而是利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每个因素中的多个指标分析其相关性，科学选择其一。(2)在内容上，对于影响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采
用了先理论分析后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理论分析中，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全面。实证分析中，得出了与其它学者不一致的结论：所得税、成长性和资
产抵押价值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不足之处表现在：(1)本文的样本只选取了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范围有些狭窄。一方面
，中国相当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除了上市公司还有一些非上市公司。另一方面，除了在大陆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还有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尤其是近几
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越来越多，如碧桂园、远洋、复地、富力等，都是借助于香港市场，与国际资本对接，打通了资金瓶颈，从区域公司一跃成
为全国性公司。(2)对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由于一些可能性的因素收集的难度太大或者不具有可获取性，所以没有涉入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中
，这为最大的遗憾。(3)由于笔者知识面不够宽广，对优化资本结构所提的政策建议不太深入。’最后，受本人学术能力所限，可能还有其它考虑不周的
地方，望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10.学位论文 何义山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2008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力度大大加强。资本结构作为公司资本组合和运营的理论基础
，它反映公司相关利益需求，影响着公司的行为特征和公司价值，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规范公司行为，提高公司价值。本文以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为出发点，在回顾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发展和总结我国理论界关于资本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并与国际上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进行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
、公司内部的代理制度以及相关财务指标等方面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的原因，进而提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途径。通过分析我国上市
公司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的现状特征以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了解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症结所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调整提供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分属不同行业，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资本结构的优劣。但是资本结构的最优状态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资本结构理论在经历过三个
阶段的理论和实证发展，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优化方向，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上市
公司制定正确的融资决策，优化资本结构，从而充分利用债务融资的杠杆作用，而且为我国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提供指引，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本文内容除引言外，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资本结构基本理论，即第二章，目的是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做好理论铺垫。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包括第三、四两章。该部分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法，首先介绍了国际上两种主要的融资模式，意
在通过比较揭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
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围绕资本结构优化目标，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出了见解和建议，同时也说明了本文研究的局限之所在
。
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上，本文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情况下，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有机结合，力图做到既摆事实，并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分析。因此
，在进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时，本文运用了简单统计描述，抽样统计近700个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其他有关数据，通过
计算，归类汇总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现状特征、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从描述性统计特征来看：与国际上两种主要的融资模式相比较，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例偏低，在融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股权融资；而在债务
融资中，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债券融资偏好，债务融资比例低于国际上两种主要融资模式的融资债务比例。从时序特征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在总资产
规模和各种融资方式的绝对量逐年递增的基础上，股权融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外部融资比例和债务融资比例在研究的序列年份呈现显著的上升趋
势。
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很大。而公司内部代理制度的不完
善也是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普遍较低，偿债能力有限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现有资本结构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的分析表明，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是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宏观因素。而改进我国上市公司内部
代理制度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微观因素。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偿债能力是改变我国现有不合理资本结构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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