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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首次构建了中国微观企业宏观经济

感知指数，并通过一个三期理论模型阐释货币政策在不同宏观经济感知情形下如何影响

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实证分析表明，当央行实施积极货币政策时，对宏观经济感知更乐

观的企业更积极地响应政策刺激，表现为投融资行为增加。进一步将宏观经济感知指数

分解为预期指数和回顾指数，分析结果表明: 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的影响主要由反映企业未

来预期的宏观经济预期指数引致，而反映历史信息的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
区分企业所有制的结果还表明，持有积极宏观经济感知的民营企业仅在积极货币政策状

态下增加投资和提高杠杆率，而宏观经济感知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则未受货币

政策状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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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探讨宏观经济形势作用时，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单个企业可以视为外生，一个看似自然的

假设是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感知是同质的，即所有企业都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持有相同的判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实施的企业家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初步考察微观

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是否同质。图 1 绘制了 2000 年 1 季度至 2016 年 4 季度期间持各类感知的企

业家占比情况。从图 1 可以看出，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感知不仅在水平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同

时也在部分时点上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以 2011 年 3 季度为例，在所有被访企业中，有 13% 的企业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感知偏热，18%的企业则感知偏冷。如果假设这些对宏观经济感知不同的企

业对经济政策会做出相同反应，则很可能会带来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偏误。
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引起各界关注。既有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看似平行的两个层面。一方面，由于宏观理论模型难以完美刻画微观主体的异质性

和目标行为( 闫先东和朱迪星，2018) ，而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又需要通过影响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

来实现最终目标，不少学者开始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宏观环境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焦

点集中于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具体视角包括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 ( Julio ＆ Yook，

2012; 才国伟等，2018)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Gulen ＆ Ion，2015; 彭俞超等，2018; 张成思和刘贯

春，2018)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 Gertler ＆ Gilchrist，1994; 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 饶品贵等，2016 ) ，

以及经济危机引致的融资成本上升( Gan，2007; Duchin et al．，2010; Campello et al．，2011; Chaney et
al．，2012) 等。由于单个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容易影响宏观环境，因此以上研究多将宏观环境视为外

生，而较少关注企业自身对宏观环境的感知。
另一分支的文献虽然也涉及微观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但是重点落在宏观预期管理的主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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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分歧: 基于央行企业家问卷调查

公众预期的变化会影响其投资与消费等一系列决策，对于企业而言则会影响投融资行为。预期管

理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是有效管理预期( 李拉亚，2011; Morris ＆ Shin，2008) 。中央银行与社

会公众的预期分歧大小则关系到货币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李拉亚，2016)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后，我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开始积极引入预期管理概念。时至今日，预期引导已经成为央行

的重要日常工作之一，央行沟通策略工具的使用频次相对于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显著上升( 汪莉和

王先爽，2015) 。有效的预期管理可以加速公众形成理性预期机制，减少决策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 卞志村和张义，2012) ，降低均衡通胀水平与实际发生值之间的偏离，从而有助于央

行减少政策冲击本身对市场的不利影响 ( 徐亚平，2010 ) ，降低社会福利损失 ( 郭豫媚和周璇，

2018) ，最终以较小的政策变化实现经济运行的宏观目标( 范从来和高洁超，2016 ) ，其总体效果优

于传统的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闫先东和高文博，2017 ) 。当预期产生偏误时，则可能暗

示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影响产出、社会福利及货币政策有效性( Barrero，2021) 。
总体来看，预期管理文献多从宏观视角探讨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虽然也涉及对微观企业

的讨论，但是由于缺乏衡量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感知的指标，所以本质上研究的是加总预期而非微

观层面的企业预期，特别是微观企业的异质性预期则因测度困难而未被纳入研究范畴。换言之，政

策研究中的预期管理分支文献虽然强调微观个体宏观经济感知对个体行为特别是投融资行为的影

响，但实际研究的是诸多微观个体感知的加总，企业在模型中被视为同质的生产者，个体感知的异

质性未被强调。
基于以上讨论，既有文献在研究宏观环境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时，多侧重强调外部宏观环

境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企业自身宏观经济感知的作用。预期管理文献则多从宏观视角

出发，研究加总预期对经济体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微观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的异质性则受模型所限未

能体现。当研究企业自身感知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时，既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管理者过度自

信以及认知偏误的影响( Malmendier ＆ Tate，2005; Malmendier et al．，2011) ，极少与宏观环境变动联

系起来。张成思和郑宁( 2018) 的工作虽然也关注微观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影响机制，但研究框架是

基于微观企业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只关注风险和回报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微观企

业对宏观环境感知可能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带来的影响。
因此，本文尝试在分析宏观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时，将异质性企业宏观经济

感知纳入模型中，从而探讨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是否会影响其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为此，本文

首先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通过文本挖掘确定企业对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判断及未来经济走

势展望，构建面板层面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在完成这项较为耗时的基础性工作之后，本

文通过相对简约的理论模型框架，推演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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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从微观基础出发来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是否及如

何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并考察宏观经济感知如何影响企业对货币政策刺激的响应。
进一步，本文根据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文本特征，将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进一

步划分为企业对过去宏观经济感受的企业宏观环境回顾指数和对未来宏观经济预期的企业宏观经

济预期指数。据此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仅企业宏观经济预期指数显著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

而企业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则没有相应效果。这表明，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中主要是预期成分发挥作

用。同时，企业异质性宏观经济感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具有积极宏观

经济感知的民营企业，仅当货币政策立场偏宽松时，企业才会相应增加固定资产和杠杆率; 对于国

有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其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则不受货币政策状态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基于企业年报文本的宏观经济感知指

数，提供了一种测度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环境感受及预期的方法，为货币当局监测预期管理实际

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将异质性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纳入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

影响的分析框架，说明除宏观政策环境自身的变化外，企业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异质性感知同样会

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第三，本文的工作为预期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 既有研究多从央行角度出发，关注中央银行各类沟通工具的作用，而本文首次将关注重点由

管理者移向被管理者，说明在预期管理工作中，被管理者的实际感知同样重要，预期管理工作需

要切实关注企业的反馈。第四，通过构建企业级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可以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时间

固定效应来严格控制外部环境，克服了微观视角研究宏观问题时常见的识别问题，从而使估计结

果更加精确。

二、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构建

要获得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可以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或者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从企业表

述中提取。鉴于我国目前没有公开可得的企业级调研数据，本文使用文本挖掘技术识别不同企业

对宏观经济的感知，并进一步获得微观层面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为保证文本挖掘结果的可

靠性，首先要有规范透明、公开可得的文字信息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有明确统一的格式规范，经

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受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审查。如果年报文字偏离夸大或逻辑

不清，上市公司可能会收到监管部门的公开问询函，且需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回应。因此，本文采用

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报作为文字信息源。参考已有文献( 孟庆斌等，2017 ) 的做法，将样本起始年

份设为 2007 年，以充分考虑我国信息披露要求和会计准则变动的影响。年报原始数据均下载自巨

潮资讯网，样本区间为 2007—2016 年。下面介绍文本提取及指数构建过程。
( 一) 文本预处理

巨潮资讯网上下载的原始年报为 PDF 格式。为便于处理，本文首先将所有的年报转换为纯文

本格式，并将繁体字年报转换为简体字。其次，由于年报内容庞杂，直接分析全文可能导致一些与

宏观经济不相关的文字被错误用于构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年报中的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以下亦简称 MD＆A) 。
在样本区间内，年报各章的名称曾经历多次更改。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一章在 2007—2014 年

间的实际名称为董事会报告，但内容范围未发生变化。本文根据不同年份的实际情况，分别设计正

则表达式提取 MD＆A 所在部分。
在提取阶段，容易出现两类错误: 首先，正则表达式可能无法涵盖年报文本中的所有情况，导致

未能提取到 MD＆A 部分; 其次，正则表达式可能误提取到不属于 MD＆A 的文本。为了进一步提高

MD＆A 提取的准确率，避免提取到无关文本干扰结果，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 首先，作者对于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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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到 MD＆A 的年报进行人工核查，找出正则表达式未能提取到相应部分的原因，并对表达式进

行补充修正，然后再次运行程序检查结果。在多轮修正补充将未提取率降到低于 5% 以后，作者再

对两类错误提取的情况进行检查。具体来说，我们首先标记每一段 MD＆A 在原文本中的位置，如

果 MD＆A 的位置在原文中过于靠前，说明可能误提取到了目录，从而进行人工检查。其次，计算并

提取文本长度占原文本的比例，如果该比例较高，则暗示可能提取到了不相关内容，也要进行人工

核查。在沪深两市 19686 份年报中，作者人工核查了 MD＆A 在整份年报中起始位置小于 1000 字

符的文本 413 份，提取到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字符数占年报全文字符数的 1 /4 以上的文本 614 份，同

时也检查了其余样本中按年份随机抽样的文本 400 份。作者对程序提取出错的原因进行分析，并

修正提取条件，从而提高程序的准确率。最后，对于多轮修正后仍未准确找到 MD＆A 的 731 份年

报，作者逐一阅读并人工提取了正确部分。
( 二) 关键语句提取

为构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本文需要提取 MD＆A 部分中论述宏观经济的文本，并对文本

传达的情绪做判断。常见的文本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为词表法，即人工构建含有若干词汇的词

表，如果句子中包含该词表的一个或多个词语，则认为该句属于某一特定分类，这种方法也称为

“词袋”( bag-of-words) 法。另一种常用的分类方法为机器学习法，即首先选取若干待测句子，人工

阅读判定是否为涉及企业对宏观环境感知的句子，从而获得已打标签的训练集。然后，计算机程序

根据既有的训练集学习获得分类方法，并根据该方法来对其余句子自动分类。本文没有使用机器

学习方法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机器学习模型生成的分类规则往往难于直观理解，且分类结果

依赖于训练集的标注精度; 第二，机器学习模型相当于在开始训练之前，赋予所有特征( 对于文本

数据，就是词语) 相同的权重，通过大规模训练调整权重得到最佳的分类标准; 但这无疑会引入更

多冗余信息，增大了错误判断的风险。相对而言，词表法简单、客观、可复制且透明( 谢德仁和林

乐，2015) ，构建的指数具有较好的性质。考虑到年报文本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的复杂性，本文参

考 Baker et al． ( 2016) 的做法，通过人工构建关键词表的方式来判断企业论述宏观经济的句子及其

语气。
根据中文语言习惯，本文将以中文句号分隔的完整句子作为文本分析的最小单位。对于文本

中的每个句子，本文判断该句是否含有宏观词表中的词汇，以确定该句论述内容是否与宏观经济相

关。然后，继续根据情绪词表中的词汇，识别该句中企业对宏观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或悲观。不难

看出，词表法实现文本分类的关键在于构建精度较高的词表。本文首先从全样本中按年份分层随

机抽样出 200 篇年报的 MD＆A 部分，并以句号为分割符，共得到 150989 个句子。然后组织多人独

立阅读对应句子，找出其中的宏观表述、乐观表述和悲观表述。如果一个词语被所有阅读者同时挑

出，那么直接进入相应词表中; 如果只被部分阅读者挑出，那么需经过所有阅读者集体讨论以后再

确定是否进入相应词表，从而得到词表草稿。随后，再请两位业内专家阅读词表草稿，指出可能表意

不清或过于罕见的词语，从而修订词表，得到词表初稿。此外，作者还利用程序计算词表初稿中宏观

词语出现的频次，如果词汇仅在极少量句子中出现，则认为该词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舍弃。
确定词表初稿后，将全部 MD＆A 文本利用 Python 的 Jieba 分词模块切割为词语。需要实施分

词操作的原因如下: 汉语中常常出现词语叠加后句子感情色彩发生变化的情况，如“复苏”和“尚未

复苏”。如果不分词，则不考虑“尚未”一词时，含“尚未复苏”的句子很可能被误判为乐观感知; 而

若认定“尚未”为悲观词，则四字短语中含一个乐观词和一个悲观词，又可能会被误判为中性感知。
因此，根据分词后的短语来构造词表十分重要。本文将扩充后的基础词表加入自定义词典，以确保

类似“尚未复苏”的词组不会被划分为两个或多个词语。
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全称、简称及会计术语时常出现在正文及页眉页脚中，这些文字可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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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词表中的关键词，但并不表示实际含义，因此我们将上市公司全称、简称及会计术语加入自定义

词典，相当于设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新词语，以避免这些文本影响词汇计数。在分词操作完成后，即

可依据词表初稿，统计每个句子中含有宏观词、乐观词和悲观词的数量。我们将所有包含宏观词汇

的句子选出，人工检查分类结果，并根据结果对词表初稿进行查缺补漏，修正一些容易导致误判的

词汇，最终确定词表终稿。
( 三) 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构建

根据上述计算原理，对某公司某特定年份 MD＆A 部分的每一个句子 xj，首先计算该句中包含

宏观词表中词语的数量 macro( xj ) ，再根据情绪词表计算乐观词语数量 pos( xj ) ，悲观词语数量 neg
( xj ) 。句子的情感倾向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Sense( xj ) =
1，如果 macro( xj ) × ［pos( xj ) － neg( xj) ］ ＞ 0

0，如果 macro( xj ) × ［pos( xj ) － neg( xj) ］ = 0

－ 1，如果 macro( xj ) × ［pos( xj ) － neg( xj) ］ ＜
{

0

( 1)

当计算出的情感倾向 Sense( xj ) 等于 1 时，句子文本对宏观经济情况的判断趋于乐观; 当 Sense
( xj ) 等于 － 1 时，文本对宏观经济情况的判断趋于悲观; 当 Sense( xj ) 等于 0 时，表明该句文本对宏

观经济走势未做出明确判断。我们对单个句子使用离散变量判断情感倾向，主要考虑到句子作为

汉语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整体情感倾向应当是较为确定的。同时，这种做法也能保证句子与句子

之间具有均等的权重，避免个别含有大量情感词的句子过度影响整体指数。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

也对指数生成规则进行适当修改，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未发生变化。
最后，本文对某公司某特定年份 MD＆A 部分包含的全部句子判定情况进行统计，求出∑Sense

( xj ) 。若∑Sense( xj ) ＞ 0，说明该部分文本的总体宏观经济感知趋于乐观; 反之，则趋于悲观。对样

本期间的所有年报 MD＆A 部分逐一分类统计，则可获得每家公司每年对宏观经济的感知情况。
接下来，本文根据既有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编制方法，对指数做进一步细化。根据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司年度报告的 MD＆A 部分主要由回顾与展望两部分

组成。其中，回顾部分主要讨论公司在过去一年中的外界环境与自身表现，包括公司的主要经营业

务、利润来源的重大变化等; 展望部分则要求公司展望未来发展状况，分析发展战略，介绍下一年度

的经营计划及可能面对的风险。MD＆A 的回顾与展望两部分均会涉及对宏观环境的讨论。在回

顾部分中，公司通常会说明过去一年及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阐释其对公司运营的影响。而在展

望部分中，根据年报准则要求，公司需要介绍与公司业务关联的宏观经济层面的发展趋势。在

MD＆A 文本中，展望部分通常以“未来发展的展望”或“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作为标题。本文根

据这一特征制定检索规则，利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将 MD＆A 进一步划分为回顾部分和展望部

分，并利用对应文本分别构建企业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和企业宏观经济展望指数。
总体而言，企业对宏观经济的描述不仅包含宏观经济的客观变化，更反映出企业对宏观经济形

势现状及未来趋势的主观认识。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在讨论外部环境时，所述内容应当与公司自

身有足够相关度，且表述平实，清晰易懂，这增加了我们所提取指数的可信度。同时，由于外界宏观

环境可认为不受企业本身行为影响，宏观感知文本亦不是投资者与分析师的关注焦点，因此企业不

存在较为明显的文本操纵动机。
考虑到年报回顾部分主要是对历史和当前情况的说明，相关信息已较为充分地反映在企业行

为中，因此，在控制宏观环境后，企业在回顾部分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可能对企业行为相对影响较弱。
在展望部分，企业会集中讨论对未来的预期，而这些预期将会影响企业在下一期的具体行动。当

然，回顾部分和展望部分对应的具体影响如何，还需要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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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简约的局部均衡模型来阐释本文研究的理论动机。在 Aastveit et al． ( 2017 ) 的

工作基础上，构建三期经济模型，以描述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及货币政策有效性

的影响。Aastveit et al． ( 2017) 的理论模型主要探讨了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本文

采用了其经济框架和基本假设，但将模型修改为微观视角，且分析重点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与货

币政策的互动关系。换言之，Aastveit et al． ( 2017) 的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中的 N 个企业，而本文

修改后的模型则是分析一家企业的 N 个投资项目。同时，Aastveit et al． ( 2017 ) 的模型研究的是

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而本文侧重于研究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

关系。
在本文构建的经济模型中，宏观经济状态在开始时是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状态将决定企业预

期收益所服从的分布，当宏观经济状态较好时，企业获得高收益的概率将增加，从而获得更高的预

期收益。企业面临投资时点的选择，可以在宏观经济状态确定之前便做出投资决策，从而获得两期

投资回报; 也可以等待一期，确定宏观经济真实状态之后再行动，但作为等待的代价，只能获得一期

投资回报。企业将根据自身的宏观经济感知，决定是立即投资，还是持有无风险资产以等待经济形

势明朗。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影响它对于经济状态分布的预测，宏观经济感知越乐观，企业认为宏

观经济处于较好状态的概率越高。货币政策的作用在模型中通过市场利率 Ｒ 显现，当央行采取积

极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时，利率 Ｒ 趋于下行，从而刺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计算得到企业投资

条件函数后，对宏观经济感知求偏导，可获知宏观经济感知对投资的影响; 进一步对利率求导，可获

知宏观经济感知对于企业对货币政策反应大小的影响。
模型的正式设定如下。假设经济中存在一家企业，企业可将资金投资于多个投资项目，这些投

资项目为均匀分布在［0，1］上的连续统，其产出分布相同，但成本不同。设项目 i 的成本为 γi。对

所有投资项目而言，γi 服从［0，λ］上的均匀分布，其密度函数 ( γ) = 1 /λ。在 T = 0 时投资于项目

i 后，该项目会在 T = 1 及 T = 2 时分别随机产出 y。产出 y 服从两点分布，产出为 yh 的概率为 p，产

出为 yl 的概率为 1 － p。p 的取值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宏观经济状态好，p = ph ; 如果宏观

经济状态差，p = pl。假设 ph ＞ pl，以体现宏观经济状态较好时，企业取得高收入的概率较高。企业

认为出现好宏观经济状态的概率为 α，出现差宏观经济状态的概率为 1 － α。企业对 α 的估计受到

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的影响，企业认为未来宏观环境越乐观，α 值越高。为模型简明起见，本文暂时

假设企业不受融资约束影响，有足量自有资金投资于所有项目。
基于以上设定，简单计算可知宏观经济状态好的时候，产出 y 的期望为 Yh = phyh + ( 1 － ph ) yl ;

宏观经济状态差的时候，产出 y 的期望为 Yl = plyh + ( 1 － pl ) yl。企业在每一期的预期收入 E( Y) =
αYh + ( 1 － α) Yl。表 1 总结了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状态与期望产出的设定。
表 1 宏观经济状态与期望产出

宏观经济状态
企业预期该宏观

经济状态出现的概率

得到高产出

( y = yh ) 的概率

得到低产出

( y = yl ) 的概率

该状态下单期的

期望产出

好 α ph 1 － ph Yh = phyh + ( 1 － ph ) yl

差 1 － α pl 1 － pl Yl = plyh + ( 1 － pl ) yl

不失一般性地，本文分析企业对第 i 个项目的投资决策与收益。模型时间线如下:

当 T = 0 时，企业获得投资于项目 i 的机会，在本期，企业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于该项目，其成本

为 γi，或者购买毛收益为 Ｒ 的无风险资产，并推迟到 T = 1 期再做决策。当 T = 1 时，企业观测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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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宏观经济状态。此时，在上一期未投资的企业可以继续以成本 Ｒγi 投资于项目 i，或购买无风

险资产。假设在经济状态实现后，出售已投资项目的收益低于继续持有项目 i 的收益，因此即使企

业观测到实际宏观经济状态较差，也不会在 T = 1 时终止项目。当 T = 2 时，项目 i 结束，企业获得

相应收益。
为方便分析，进一步假设当经济处于较好状态时，即使企业在两期中仅投资一期，也能获得收

益，即 γi≤Yh /Ｒ。当经济处于较差状态时，企业无法从项目 i 中获得收益，即 γi ＞ Yl /Ｒ + Yl /Ｒ2。
接下来，具体分析企业的投资决策。当 T = 0 时，企业需要在投资项目 i 或金融资产中做出决

策。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 E( πinv
i，0 ) = E( Y) /Ｒ + E( Y) /Ｒ2 － γi。如果企业决定持有无风险资产，等

待 T = 1 时再做决定，则项目 i 的净现值为 E( πno_inv
i，0 ) = αYh /Ｒ2 + ( 1 － α) γi － γi。

当推迟投资的实物期权价值 E( πno_inv
i，0 ) － E( πinv

i，0 ) ≥0 时，企业将选择暂时不投资项目 i，即等待

T = 1，观测到经济实际状态时再做决定。求解该式，可知企业选择投资于项目 i 的条件为 γi≤γ，

其中:

γ = ＲE( Y) + E( Y) － αYh

Ｒ2 ( 1 － α)
( 2)

而 E( Y) = αYh + ( 1 － α) Yl。对概率 p 求偏导，有:

 γ
α

= Yh

Ｒ( 1 － α) 2 ＞ 0 ( 3)

因企业投资条件为 γi≤γ，故当 α 上升即企业宏观感知向好时，γ上升，企业会投资于所有成本

低于γ的项目，因此企业总体投资增加。
继续对利率 Ｒ 求偏导，有:

2 γ
αＲ

＜ 0 ( 4)

可见，当 α 上升时，γ /Ｒ 下降。具体来说，当央行实施积极货币政策，如增加货币供给时，市

场利率 Ｒ 趋于下行。此时，因为γ /Ｒ ＜ 0( 直观理解，当利率下行时，折现率下降，投资所获净现值

增加，因此投资临界值上升) ，γ将上升; 又因为企业将投资于 γi≤γ的所有项目，投资将出现扩张。

而由( 4) 可知，当 α 上升时，在市场利率 Ｒ 下降相同水平的情况下，γ /Ｒ 将变得更小，即实施积极

货币政策时，珔γ 较原有情况上升更多，企业投资增幅更大。换言之，当面对相同强度的扩张性货币

政策时，对宏观环境感知更乐观的企业其投资行为反应将更加积极，固定投资增幅会大于对宏观环

境感知相对悲观的公司。
企业融资行为的变化则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在以上模型中，假设企业的自有资金

足以覆盖全部投资成本，即企业依靠内源资金，无需借助外源融资。如果企业自有资金不足且未受

到融资约束，则企业将增加杠杆率以满足投资需求。我们可观测到企业相应融资行为的上升，其行

为与投资近似。当然，在实践中融资约束客观存在，如果企业受到融资约束，则杠杆率的上升可能

不明显，具体情况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

四、实证研究设计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是否会影响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逐步进行

如下检验: 一是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通过估计交互项检验在货币

政策处于扩张状态时，企业是否会对刺激政策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二是检验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融

资决策的影响，主要以企业杠杆率作为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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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将固定资产投资视为被解释变量，以

货币政策虚拟变量与滞后一期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的交互项及滞后一期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Investmentit = β0 + β1 × MPt × L． ECit + β2 × L． ECit + β3 × Xit + Industryj × Yeart + Firmi + εit

( 5)

其中，Investment 表示固定投资; MP 表示货币政策状态; EC 表示基于年报文本的企业家信心指

数; L． 表示滞后算子; Xit代表控制变量组; Industryj × Yeart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

互，该交互项允许我们单独控制每个行业每一年的宏观环境变化; Firm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

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固有特征，εit为残差项。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计算了在公司层面聚

类的稳健标准误。
其次，为了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将企业杠杆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货币政策虚拟变量与滞后一期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的交互项及滞后一期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Leverageit = γ0 + γ1 × MPt × L． ECit + γ2 × L． ECit + γ3 × Xit + Industryj × Yeart + Firmi + εit

( 6)

其中，Leverage 表示企业杠杆率，其他变量与上一组模型相同。
在以上两组计量模型中 β2 与 γ2 代表宏观经济感知较为积极的企业与相对悲观的企业在行为

上的差异。β1 + β2 和 γ1 + γ2 则代表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状态时，宏观经济感知较为积极的企业与

相对悲观的企业在行为上的差异。本文重点关注交互项系数 β1 与 γ1，即宏观经济感知是否会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根据理论部分推导，预期 β1 和 γ1 为正，即当企业信心较高时，企业对积极货币政

策将做出更加积极的反应，β2 与 γ2 的系数则待定。
(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目的是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以及对货币政策反应的影

响。为此，选取四组指标来分别衡量货币政策、企业经济行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年报文本特征及

其他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名称、定义与计算方法归纳在表 2 中。
表 2 变量定义

研究指标 表征变量 解释 计算方法

货币政策立场 MP
表示货币政策立场紧缩或

宽松

当 M2 同比增长率低于样本中位数时，MP 等于 0，

反之等于 1。

企业经济行为
Investment 固定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年初资产总计 × 100

Leverage 杠杆率 负债合计 /年初资产总计 × 100

企业宏观

经济感知

ECPBOC 企业家信心( 央行调查)
本季与下季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情况“正常”的企业

占比均值

EC 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 作者定义

ECreview 企业宏观经济回顾指数 作者定义

ECoutlook 企业宏观经济预期指数 作者定义

文本特征

Total_Sen 宏观语句数量 MD＆A 部分描述宏观经济的句子总数

Length MD＆A 文本长度 年报文本中 MD＆A 的字符个数( 千字)

Tone 年报语调
参考谢德仁和林乐( 2015) 及林乐和谢德仁( 2017)

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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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研究指标 表征变量 解释 计算方法

企业特征

Income 销售收入 营业总收入 /年初资产总计 × 100

Size 企业规模 公司总资产的对数

Growth 托宾 Q 值 公司市场价值 /总资产

ＲOA 资产收益率 公司当年净利润 /总资产 × 100

Volatility 股价波动率 该年股票日收益率的标准差

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是货币政策向微观企业传导的有效性。为衡量货币政策立场，我们构造

虚拟变量 MP，当广义货币 M2 年度同比增长率低于样本中位数时，MP 等于 0，反之等于 1。
企业投资和融资行为分别由以下两个变量来表征: ( 1)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Investment，利用构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之和来表示，并利用年初资产总计进行标准化;

( 2) 杠杆率 Leverage，为负债总额与年初资产总计之比，取百分比形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基于文本计算的中国上市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此外，为观测企业宏

观经济感知指数是否与央行调查所得的企业家信心加总指数的走势一致，在绘制变量走势图时也

引入了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 ECPBOC。本文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企业家问卷调

查报告。企业家问卷调查是我国央行 1992 年起实施的一项季度抽样调查，该调查样本涵盖全国除

西藏外的近 6000 户工业企业，内容涉及企业生产、供需、贷款需求等七个方面。企业家信心的加总

指数旨在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状况的整体预期。该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是: 询问全部调查企业

关于经济形势情况的判断，先分别统计本季度和下季度认为宏观经济形势“正常”的企业所占比

率，再将两者相加取平均求出。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年报文本表述特点的因素，本文进一步引入三个特征变量: ( 1) 宏

观语句数量 Total_Sen，表示 MD＆A 部分描述宏观经济的句子总数; ( 2) MD＆A 文本长度 Length，以

公司年报文本中 MD＆A 字符个数衡量; ( 3) 年报语调 Tone，参考谢德仁和林乐( 2015 ) 及林乐和谢

德仁( 2017) 的方法计算，用以反映年报的整体语调乐观程度。该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将在第五部

分中详细说明。
控制变量的构建方法如下: ( 1) 企业营收状况 Income，利用营业总收入衡量，并使用年初总资

产值进行标准化后取百分比形式; ( 2) 企业规模 Size，利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 ( 3) 企业成长

性 Growth，利用托宾 Q 值来衡量; ( 4) 盈利能力 ＲOA，采用净利润占总资产之比来表示，取百分比形

式; ( 5) 股价波动率 Volatility，以股价日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
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 CSMAＲ 数据库，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企业家问

卷调查报告，年报文本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及新会计准则的执行，本文选取

2007—2016 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回归样本，并剔除了金融类企业数据。为减轻异常值影响，本文对

除年报文本类指标外的其他变量进行 1%水平的缩尾处理。
( 三) 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走势及分歧

本节讨论企业宏观感知指数随时间的变动情况。由于企业宏观感知指数是面板数据，本文取

年度均值以反映总体水平的变化。同时，为了判断指数是否与既有的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性质相仿，

还引入了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 ECPBOC。中国人民银行的企业家调查于每季度第二个月开展，并在

下季度初发布结果。考虑到上市公司年报在第二年的 3—4 月份发布，其做出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与

展望时所拥有的信息集应当与第二年第一季度的企业家调查最为接近，故使用第二年第一季度的

企业家信心调查数据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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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左图绘制了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均值 EC 和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 ECPBOC的走势，右

图展示了企业宏观经济回顾指数 ECreview与企业宏观经济预期指数 ECoutlook的变化情况，央行企业家

信心指数 ECPBOC作为比较基准。由图 2 左图可见，基于上市公司年报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时

序走势与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基本走势十分接近，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的波动幅度略大于央行

企业家信心指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两种指数均大幅下滑。随后，在积极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配合下，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两种指数也迅速反弹至高位。从 2011 年起，感知指数

开始下行，直到 2016 年才逐步平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也似乎出现

阻塞迹象，尽管央行在 2012—2013 年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而货币投放持续保持在 13% 以

上，但 CPI 通胀率始终低于 3%，PPI 增长率连续为负，而真实经济增长率由 12% 下降到 7% 左右。
可见，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很可能影响其面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行为。图 2 右图显示，回顾指数与预期

指数走势均和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相近，都在 2009 年上升至较高水平，此后不断下行。

图 2 各宏观感知指数走势对比

为了进一步对比回顾指数与预期指数的性质，本文逐年计算了二者方差，并对方差是否相等进

行 F 检验。结果显示，预期指数的方差始终大于回顾指数的方差，这一差异始终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在样本区间内，侧重对未来判断的预期指数相对于侧重历史信息的回顾指数个体异质

性更强，分布更加分散。这一发现说明了测度企业级宏观经济感知，特别是企业宏观经济预期，对

做好预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后文中，将会进一步讨论二者的作用与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存在一定关联。既有研究

中的时序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增强企业家信心，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会

下降( 张成思和孙宇辰，2018) 。本文尝试利用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面板数据，进一步探讨宏观

经济感知、货币政策和投融资行为的互动关系。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宏观经济感知、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

本节阐释宏观经济感知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以及这种作用是否因货币政策环境不同而

有所变化。在回归中加入滞后一阶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考察其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宏观经济

感知取滞后一阶形式，是同时考虑了实证识别问题与现实逻辑。就实证角度而言，宏观经济感知取

一阶滞后，成为前定变量，可以避免逆向因果问题的干扰。而从现实逻辑看，企业的宏观经济感知

特别是宏观经济预期，会对下一期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此外，还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首先，需要排除宏观环境差异的影响。如果在此处使用时序宏

观经济感知指数( 如央行企业家信心指数) ，则因为时序数据不随个体而变化，从而无法在面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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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来严格控制外在环境，这将导致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不可避免地

出现偏误。即使通过加入尽可能多的宏观时序变量来描述外在经济形势，也无法解决遗漏变量问

题，从而使关键解释变量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宏观环境变化而非自变量本身的影响。针对这一关键

问题，本文构建了企业级宏观经济感知指数，从而得以通过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宏观环境的变

化。特别地，考虑到企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可能与其行业相关，本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行业固

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捕捉每个行业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影响因素。其中，企业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

会 2012 年修订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划分，共 19 大类。
其次，既有研究表明，管理层具有操纵年报语调的动机 ( Huang et al．，2014; 曾庆生等，2018 ) 。

虽然宏观经济状况本身对于公众较为公开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管理层操纵该部分文本的动机

较弱，但考虑到操纵文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参考谢德仁和林乐( 2015 ) 及林乐和谢德仁( 2017 ) 的

做法，构建了年报文本语调指数( Tone) :

Tone = ( POSPCT － NEGPCT)
( POSPCT + NEGPCT)

( 7)

其中，POSPCT 是年报文本中正面语调词语数文本词语总数的比例; NEGPCT 则是相应的负面

语调词语数目占年报文本词语总数的比例。语调正面及负面词典参照 Loughran ＆ McDonald
( 2011) ，并结合汉语习惯用法做了调整。年报文本语调指数越大，表示年报语气较为积极; 反之，

则较为消极。通过加入这一控制变量，希望说明本文的结果并非主要由企业年报语调驱动。
再次，除年报语调外，本文也控制了年报的其他文本特征: MD＆A 中描述宏观经济的语句数量

及 MD＆A 的文本长度。此外，控制了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及个体固定效应，以期减少可能存在的

遗漏变量偏误。
表 3 汇报了对应的估计结果。在回归( 1 ) 和( 2 ) 中仅加入滞后一阶的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由

回归( 1) 可见，宏观经济感知指数自身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对宏观经济环境持乐观态度的企业，其投资将高于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本文进一步举数值例子

对系数的经济显著性加以说明。假设有甲乙两家企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均处于 25% 分位数上

( 具体数值为 2. 01% ) 。如果甲的宏观经济感知指数位于 75%分位数处( 具体指数值为 2) ，乙的宏

观经济感知指数为 25%分位数( 指数值为 － 1) ，并假设二者的其他指标取值完全相同，则企业甲的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相对企业乙高出 0. 0985% ×3 = 0. 296%，占原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 14. 73%。
表 3 宏观经济感知、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

( 1) ( 2) ( 3) ( 4)

Investment Leverage Investment Leverage

MP × L． EC
0. 0900＊＊

( 0. 0417)

0. 107*

( 0. 0642)

L． EC
0. 0985＊＊＊

( 0. 0220)

0. 0268
( 0. 0334)

0. 0603＊＊

( 0. 0251)

－ 0. 0186
( 0. 0453)

L． Total_sen
－ 0. 0476＊＊

( 0. 0221)

－ 0. 0248
( 0. 0298)

－ 0. 0490＊＊

( 0. 0220)

－ 0. 0264
( 0. 0297)

L． Length
0. 00438

( 0. 0243)

－ 0. 0350
( 0. 0381)

0. 00488
( 0. 0244)

－ 0. 0344
( 0. 0381)

L． Tone
3. 823＊＊＊

( 1. 149)

0. 0574
( 1. 780)

3. 808＊＊＊

( 1. 149)

0. 0396
( 1. 779)

Income
0. 0397＊＊＊

( 0. 00337)

0. 0271＊＊＊

( 0. 00503)

0. 0396＊＊＊

( 0. 00336)

0. 0270＊＊＊

( 0. 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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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 1) ( 2) ( 3) ( 4)

Investment Leverage Investment Leverage

Size
1. 864＊＊＊

( 0. 283)

7. 350＊＊＊

( 0. 523)

1. 874＊＊＊

( 0. 284)

7. 362＊＊＊

( 0. 524)

Growth
0. 327＊＊＊

( 0. 0834)

－ 0. 405＊＊

( 0. 160)

0. 325＊＊＊

( 0. 0831)

－ 0. 408＊＊

( 0. 160)

ＲOA
0. 0595＊＊＊

( 0. 0226)

－ 0. 760＊＊＊

( 0. 0414)

0. 0599＊＊＊

( 0. 0226)

－ 0. 759＊＊＊

( 0. 0415)

Volatility
0. 203

( 0. 522)

7. 213＊＊

( 3. 531)

0. 245
( 0. 507)

7. 263＊＊

( 3. 523)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 ×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839 12839 12839 12839

Ｒ2 0. 181 0. 197 0. 182 0. 197

注: L． 表示滞后算子; 回归结果的小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级上聚类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统计量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可见，宏观经济感知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在统计及经济上均具显著意义。在控制变

量中，年报语调、企业规模、企业成长、销售收入及资产收益均与企业投资正相关。而在宏观经济感

知水平确定的前提下，企业年报论述宏观经济的句子越多，投资水平越低，这可能反映了企业对宏

观经济复杂程度的担忧。回归( 2) 则显示，单纯持有乐观宏观经济感知并不会导致企业增加杠杆

率，而企业规模、销售收入、股价波动对杠杆率有正向贡献。
回归( 2) 的结果显示，持有乐观感知并不会直接导致企业提升杠杆率。所以，除了宏观经济感

知本身外，企业增加杠杆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 1 ) 和( 2 ) 的基础上，继续引入货币

政策状态与宏观经济感知的交互项，观察在不同货币政策状态下，宏观经济感知的作用是否会发生

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状态本身和年份 × 行业固定效应完全共线，因此没有进入模型中。
估计结果如回归( 3) 和( 4) 所示。

表 3 中回归( 3) 的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宏观感知 EC 的系数为 0. 06，而交互项系数为 0. 09，且

二者在 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宏观环境持乐观态度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高于偏悲观的企业，

与( 1) 中结果一致，且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状态时，宏观经济感知的作用进一步上升。为阐释该系

数的经济显著性，继续使用上文甲乙两家企业的例子进行说明。当货币政策处于相对紧缩的状态

时，交互项本身为 0，企业甲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相对企业乙高出 0. 06% ×3 = 0. 18%，占原固定资

产投资占比的 8. 96%。如果此时货币政策立场偏宽松( MP = 1) ，则企业甲的投资相对企业乙将额

外上升 0. 09% × 3 = 0. 27%，占原固定资产投资的 13. 43%。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环境感知会显著

影响企业面对积极货币政策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对宏观经济持乐观态度的公司将更加积极地响应

积极货币政策。
表 3 中回归( 4) 则估计了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与回归( 2) 的结果相近，宏观

经济感知指数本身并不显著，说明在货币政策相对偏紧时，宏观经济感知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的资本

结构。而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当面临积极货币政策刺激时，持乐观态度的公司仍然更加积极，表

现为杠杆率的显著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融资行为的影响更加依赖于外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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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环境。只有在外部货币政策环境较为宽松时，持有乐观感知的企业才会倾向于提升杠杆率。
这一现象可能表明，企业增加投资可以首先利用内源资金，但增加贷款的行为更多依赖于外部环境。
如果货币政策偏紧，则提升杠杆率将面临现实困难。因此，投融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是容易理解的。

在实践中，我国央行通常采取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表 3 中对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明: 当

央行认为经济偏冷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如果企业在上一年度对宏观经济判断更乐观，则该企业会

积极响应政策刺激，扩大投资并提高杠杆率; 反之，如果企业认为宏观经济走势不明朗，持有相对悲观

态度，则即使货币当局实施了刺激政策，企业也不会积极响应，导致刺激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初步证

实了本文在理论模型部分的结论，也与既有文献中宏观预期感知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现相吻合。
( 二) 变换感知指数计算方法

本文变换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的计算方式，以确保实证结果不是由于指数的特殊性质导致

的。使用以下两种替代计算方法:

方法 1: 将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标准化为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序列;

方法 2: 在判定句子的情感属性时，如果句子中既有正面词汇，也有负面词汇，则认为无法判断

该句情绪，并重新计算基于年报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
对宏观经济感知指数标准化，是为了避免原指数过于离散从而影响实证结果。方法 2 对句子

的情感判定则更加严格，当且仅当该句所含全部关键词语均体现同种情感时，才判定该句的情绪。
通过以上计算方法，尝试说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并非由计算方法上的某些偏误引起，而是切实体现

了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三) 内生性问题讨论

在上文中，我们通过变换指标计算方法，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初步检验。接下来，本文

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细致讨论。首先，讨论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忽略重要的控制

变量可能导致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实际捕捉到遗漏变量的作用，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本文

首先利用 Altonji-Elder-Taber( 2005) 检验( 以下简称 AET 检验) 及 Oster( 2019) 的修正 AET 检验，测

试基准回归中是否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偏误。然后，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 ，在回归中引入

因变量的滞后项，考察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否发生变化。
首先进行 AET 检验及 Oster 修正 AET 检验。在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后，对于以投资为因变

量的回归，其 Ｒ2 由 0. 113 上升至 0. 182，而对于以杠杆率为因变量的回归，其 Ｒ2 由 0. 039 上升至

0. 196，可见既有的企业控制变量组较好地改进了模型拟合情况。计算对应的统计量后，AET 检验

和 Oster 的修正 AET 检验结果也都表明模型不太可能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接下来，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一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宏观经济感知并

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工具变量，我们采用了两种最为基本的方法。首先，借鉴 Fisman ＆ Svensson
( 2007) 、聂辉华等( 2020) 的做法，使用同行业同年份的其他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标的平均值作为

这家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标的工具变量。同行业同年份的其他企业对宏观经济状况的感知和该企

业的宏观经济感知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这家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因此是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此

处我们使用证监会定义的二级行业，并剔除同一年份二级行业总企业少于 3 家的分组。结果显示，

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表 3 没有明显差异。随后，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

进行估计，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加入 KZ 指数( Kaplan ＆ Zingales，1997; 姜付秀等，2016 ) 来控制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主要结论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 四) 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分解: 回顾指数与预期指数

本文进一步对中国上市公司宏观经济感知指数进行分解。如前所述，MD＆A 可分为回顾与展

望两部分。其中，回顾部分主要是对企业过去一年经营状况的总结及对现状的陈述，而展望部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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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论述企业对未来宏观环境可能变化的判断。考虑到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应当是企业对未来

的预期，基于展望部分计算的宏观经济展望指数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力应当更强。
基于分解后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以上猜想。回归结果显示，当仅加入预期指数时，交互项在 OLS

和 GMM 两种估计方法下都显著，而宏观经济预期指数本身仅在 OLS 估计下显著。对于宏观经济

回顾指数，仅 OLS 方法下的指数本身显著，交互项并不显著。考虑到仅加入一类指数可能存在遗

漏变量问题，本文同时加入宏观经济预期指数和宏观经济回顾指数，结果显示，预期指数的交互项

使用任一种估计方法时均显著，而回顾指数本身仅在 OLS 方法下显著，在考虑因变量滞后项并使

用 GMM 方法估计时则不再显著。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当考虑是否影响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时，

相对于回顾指数，预期指数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本文继续考虑以融资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发现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及其与货币

政策状态的交互项始终不显著，而宏观经济预期指数与货币政策状态的交互项至少在 10% 的水平

下显著，结论与投资行为类似。
( 五) 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

最后，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以分析企业宏观经济感知的作用是否会因企业

所有制不同而出现差异。此处聚焦所有制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投融资行为动机和

融资条件上有较大差异。对于民营企业，投融资行为主要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国有企业具有

经济与非经济双重目标( 刘元春，2001) ，除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经济化目标外，其自身也在我

国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调节职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或不确

定性上升时期，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的职能。例如，2020 年新

冠疫情期间，各类企业经营均遇到较大困难。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不裁员且扩大招聘，各项业务继续推进，切实起到稳就业、稳增长的作用。同时，也需要看到，由

于所有制的特殊性，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 Brandt ＆ Li，2003) ，融资约束程度较

轻( 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 ，也较少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聂辉华等，2020) 。因此，可以预期，

作为国家逆经济周期调节重要依托的国有企业，其行为模式可能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
结果显示，当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作为因变量时，仅包含民营企业的子样本中交互项系数显著，而

宏观经济感知本身不显著。这说明，当民营企业认为宏观经济环境较为乐观时，企业倾向于对积极货

币政策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并增加固定投资。如果货币政策立场偏紧( MP = 0) ，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

不会因宏观感知趋于乐观而增加。另外，宏观经济感知偏向乐观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因为

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所以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感知会影响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

应。换言之，对于国有企业，积极宏观经济感知对投资的提振效果大小不会因货币政策状态变化而改变。
综合实证结果可知，当企业认为宏观经济环境向好时，民营企业仅在货币政策宽松时选择提升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而宏观经济感知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则不受货币政策状态影响，国有

企业只要自身宏观经济感知偏乐观即选择提高投资水平。
以杠杆率为因变量的回归给出了同样有趣的结果: 对于民营企业，和投资行为类似，宏观经济

感知只在积极货币政策环境下起作用，说明民营企业只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选择提升杠杆率。
而宏观经济感知对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也比较符合国有企业在我国宏观

经济逆周期调节中的角色和定位。
以上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国有企

业而言，宏观经济感知的作用并不受货币政策状态影响，而民营企业即使持有积极宏观经济感知，

也只有在货币政策偏宽松时会增加投融资。实证结果既呼应了前文中积极货币政策感知对企业投

融资行为的促进作用，也暗示出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更加受到资金面松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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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央行在实施积极货币政策时，应当加强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沟通，打消企业家的疑虑，从

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六、结 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首次构建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并利用

MD＆A 的结构特征将其划分为基于 MD＆A 回顾部分的企业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和基于 MD＆A 展望

部分的企业宏观经济预期指数。本文利用三期经济理论模型，阐述微观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如何影

响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传导效应。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 2007—2016 年中国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央行实施积极货币政策时，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向好会促使企业更积极地

响应政策刺激，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增加杠杆率。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影响主要是由反映企

业未来预期的宏观经济预期指数而非反映企业现状认知的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导致的。另外，异质

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宏观经济感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机制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持有积极宏

观经济感知的民营企业仅在积极货币政策状态下增加投资和提高杠杆率，而国有企业的行为则似

乎不受货币政策状态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涵义: 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情绪走低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

有着密切联系，这为“稳预期、强信心”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实证依据。在我国目前的预

期管理工作中，中央银行承担的更多是单方面的发言人角色，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释放信息，而企

业对信息的判断和解读尚未受到重点关注。
本文结果暗示，好的预期管理工作应当是双向互动的: 既要考虑中央银行行为，也要考虑微观

个体感知; 既要注重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行长讲话及答记者问等多种沟通工

具，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表明中央银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工具立场，又要关注

微观企业的反馈，了解企业的诉求与关切，通过反馈信息更好地开展预期管理工作。只有了解企业

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切实感知，才能及时发现央行调控意愿与企业实际感知的偏差，进而通过进一步

信息沟通推进有效的货币政策微观传导，实现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在货币政策和企业微观响应之间搭建起一个具体渠

道，但本文的宏观感知是企业主观意义上的感知，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或者精细化微观企业宏观

感知指数构建的基础，以使企业感知指数涵盖更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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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hen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a single firm's behaviors，a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can be regarded as exogenous to a single firm，a seemingly natural assumption is that firms' perceptions of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re homogeneous． All firms have the same expectations on the trend of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But this is not the truth． According to the Entrepreneur Survey Ｒeport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1 ( People's Bank
of China，2011) ，among more than 5000 firms interviewed，13% of them viewed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economy as
overheating，while 18% of them considered the current macroeconomy as having a recession． If these firms with different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are assumed to respond to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same way，there will be biases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In this paper，we study firms' heterogenou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we construct a model to analyze how the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 of micro-enterprises affects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We analyze the impacts of monetary policy on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s，and then incorporate
heterogeneou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into the model to explore whether firm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will affec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onetary policy．

To identify firms' perceptions of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economic trends，we collect
the annual reports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firms． We then construct a firm-level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 index through
text mining and examine how firm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affect their responses to monetary policy shock． We find that
firms with more positive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will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leverage after monetary policy stimulus．
Furthermore，we divide the corporate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 index into review index ( percep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expectation index ( perception of the future) ．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only the expectation index significantly
affects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s，while the review index has no corresponding effec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expectati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The corporate finance data come from the CSMAＲ
database，and the annual report texts come from www． cninfo． com． The time period of our sample is 2007 －2016．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have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Firstly，we incorporate firms' heterogeneou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firm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s，indicating that firms' heterogenous perceptions 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will also affect their response to
monetary policies． Secondly，w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nticipation management．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start from the central bank's perspective and focus on its various communication tools． For the first time，we shift the
attention from managers to the managed agents，indicating that in forward guidance，the actual perceptions of the managed
agents are at least equally important． To perform well in forward guidance，policymakers need to know what the firms are
thinking and planning feedback． Thirdly，we construct a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 index based on listed firms' annual
reports texts and provide a way to measure firms'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It gives
a new method for the monetary authority to monitor the actual effects of anticipation management． Finally，the firm-level
perception index allows us to control time-fixed effects in the regression models and strictly control time-varying potential
factors． Therefore，we can overcome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when studying macroeconomic issu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obtain more accurate estimations．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suggest that good anticipation management should be two-way intera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both the central bank's behaviors and individual agents' perceptions． The central bank needs to express its views o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tance of policy tools concisely and lucidly．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irms' feedback，understand the demands and concerns of firms，and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carry out
anticipation management better．
Keywords: Macroeconomic Perception; Monetary Polic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s
JEL Classification: E52，D84，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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