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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

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

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

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

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 ( 1)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

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 ( 2)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

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 CEO 二职分离存

在互补效应; ( 3)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

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

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

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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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在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李维

安和李滨，2008) ，已有研究集中于讨论银行贷款的监督效应( Ahn and Choi，2009 ) 、对冲

基金的积极干预效应( Brav et al. ，2008) 以及共同基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取得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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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席位甚至威胁退出( Mccahery et al. ，2016) 等机制发挥的作用。然而，不同于上述机构

因为持有股权或债权具有经济激励，因而施加治理影响，保险机构通过为上市公司提供董

事高管责任保险，因而直接承担了上市公司治理缺陷可能导致的治理风险。因此，保险机

构可能具有更加直接的激励，从而发挥公司治理的监督功能。
公司违规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降低了资本市场效率。最新的研究发现违规事件

还存在“一损俱损”的传染效应( 刘丽华等，2019) 。因此防范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对切实保

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安

排( Byun et al. ，2019; Shi et al. ，2020) 、监事会( 周泽将等，2019) 、独立董事( 周泽将和刘

中燕，2017) 、董事与高管的关联( Khanna et al. ，2015) 等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机构投

资者( Shi et al. ，2017) 、媒体( Dyck et al. ，2010) 、审计师( Lennox and Pittman，2010 ) 和卖

空机制( 孟庆斌等，2019) 等外部治理机制由于直接影响高管违规成本，因而被认为是公

司违规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会

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董责险”) ，即被保险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参与公司经

营管理过程中，因行为不当或工作疏忽受到指控并追究其个人赔偿责任时，由保险机构代为

赔付该董事高管在责任抗辩过程中支付的相关法律费用并负责赔偿其应该承担的民事赔偿

责任的保险。2002 年1 月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

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平安、中国人保、美国美亚、华泰财产保险公司等先

后推出董责险险种。然而，相比欧美发达国家高达 95% 的覆盖率，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董责

险的比例还比较低。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共有 225 家 A 股上市公司购买了董责险，占比

仅为 6. 5%。随着近年来股东诉讼案件和索赔金额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

给高管戴上“将军的头盔”，科创板公司纷纷为高管投保董责险的消息更是一度引发市场

热议?。不仅如此，2020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证券法》在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同时，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了董监高在信息披露中的行为、义务和责任。已有研究表明董责险既有可能

通过保险机构积极有效的外部监督提高管理层违规成本，进而约束公司违规行为( 袁蓉丽

等，2019; 凌士显和白锐锋，2017; Yuan et al. ，2016) ，也有可能通过转嫁董事高管承担的潜在

诉讼风险，减弱法律机制的约束和威慑作用，激发董事高管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 Chalmers et al. ，2002; Weng et al. ，2017; 赖黎等，2019) ，进而诱发公司违规行为。
本文以 2000 － 2016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董责险对公司违规行

为的影响。基本分析表明，董责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的概率，从而符合监督效应假说。
在通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后上

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董责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同时增加了违规

后被稽查的概率，并主要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 ( 1) 董责

? “董责险为啥突然‘火’了? 28 家科 创板上市公司有 13 家买了”，澎湃新闻 2019 年 9 月 6 日，http: / /
news. sina. com. cn /o /2019 － 09 － 06 /doc － iicezzrq4043874.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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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

用并不显著; ( 2) 董责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

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 CEO 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 ( 3)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责险对公

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潜在贡献有: 第一，本文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

机制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二，

本文从公司违规的视角切入，进一步提供了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

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经验证据，从而对如何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约束公司违规行为提供了

相关政策参考。第三，尽管中国的董责险市场在过去十年有了快速发展，然而和发达市场

相比保险覆盖率仍然较低。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可能促使理论界、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重

新思考公司的董责险如何影响公司的治理水平并进一步影响公司违规，从而为监管部门

推动董责险市场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内容组织如下: 第二节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董责险影响公司违规

的研究假设; 第三节介绍研究设计以及样本和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第四节报告基本的实

证结果及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节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第六节展开进一步研究; 最后总

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 文献综述

1. 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公司治理因素

上市公司是否违规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而公司治理机制由于影响

高管违规的成本因而被认为是公司违规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治理主体的不同，公司治

理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公司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安

排和董事会治理等。Byun et al. ( 2019) 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安排对兼并收购过程中的违

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Shi et al. ( 2020) 发现国有股东能显著降低公司发生证券诉讼的可

能性，从而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周泽将和刘中燕( 2017) 发现在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可

以显著降低公司违规的倾向和严重程度，发挥了有效的治理作用。陆瑶和李茶( 2016) 发

现 CEO 对董事会施加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力越大，董

事会发挥的治理作用就越差，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Khanna et al. ( 2015) 发现 CEO 和

董事通过任命决定建立关联会弱化公司治理机制，恶化委托代理问题，显著增加公司舞弊

的可能性。逯东等( 2017) 发现政府官员独董的寻租行为会导致监督失效，显著增加公司

违规概率。而高校官员独董则依靠其行业专长，显著抑制公司违规行为。周泽将等

( 2019) 还发现监事会的经济独立性也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当监事会经济独立性增

强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和程度都显著降低。
在外部治理方面，媒体、证券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外部审计和监管机构等外部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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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由于会显著影响公司违规被发现的可能性和违规成本，因而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

行为的重要外部治理因素。Dyck et al. ( 2010) 发现媒体和行业监管机构在信息获取、声
誉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可以有效识别和发现企业欺诈行为，从而发挥外部监督作用。Shi et
al. ( 2017) 发现来自机构投资者、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证券分析师的外部压力显著增加了公

司高管财务欺诈的可能性。曹春方等( 2017) 发现司法独立性提高之后，公司违规得到查

处的概率显著增大，同时，公司违规公告发布时的市场负面反应也显著增强。周开国等

( 2016) 发现媒体监督对公司违规的频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媒体监督能够发挥有

效的外部监督作用。Lennox and Pittman( 2010) 发现聘请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从事虚

假财务报告的倾向显著更低，表明外部审计师可以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在近期的研究

中，孟庆斌等( 2019) 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自然实验，还发现卖空机制的引入显著降

低了公司的违规倾向，并提高了违规行为被稽查的概率。
2. 董责险与公司治理

关于董责险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有效监督假说和机会主义假

说。前者认为，董责险通过引入保险机构监督，抑制了董事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

代理成本，因而发挥着重要的外部治理作用( 袁蓉丽等，2019; Yuan et al. ，2016; 许荣和王

杰，2012) 。胡国柳和胡珺( 2017) 、胡国柳等( 2019) 发现董责险的“激励效应”有利于提

高高管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推动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Yuan et al.
( 2016) 、凌士显和白锐锋( 2017) 、袁蓉丽等( 2018、2019) 分别发现董责险显著降低了投

保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资金占用率、财务重述行为和增发费用，从而表明董责险可以缓

解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一个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然而，机会主义假说则认为，

董责险的购买使得保险机构代为承担了公司高管面临的潜在诉讼风险，风险的转嫁会大

大弱化法律的约束机制和威慑效果，进而降低了董事高管的职业责任并激发道德风险和

机会主义行为 ( Chalmers et al. ，2002) 。赖黎等( 2019) 发现董责险诱发了高管更多的风

险行为，导致更多的短贷长投和更高的公司经营风险。Weng et al. ( 2017) 发现当较高的

董责险投保率减少了董事高管面临的诉讼风险和法律责任时，公司财务政策的激进程度

会显著增加，进而导致公司误报盈余和财务重述行为的概率显著提高。Chen et al.
( 2016) 和 Lin et al. ( 2013) 发现董责险显著提高了投保公司的股权成本和向银行贷款的

利差，而 Lin et al. ( 2011) 则发现投保公司在兼并收购事件中的市场反应显著更差。
(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1. 监督效应假说

保险机构可以通过提高违规成本来发挥监督职能。公司高管是否选择违规在很大程

度上是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如果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高管将更可能选择违规，反之

则不会。因此，在违规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违规成本将有助于抑制高管的违规行为。
具体而言，董责险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提高了违规成本: ( 1) 财务成本增加。作为专业

的风险管理机构，保险机构能够准确评估和定价上市公司的经营前景 ( Boyer and Stern，

2014) 和公司治理风险( Boyer and Stern，2012 ) ，能根据投保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调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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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包含的风险溢价。因此，公司违规将会大大增加保险机构对投保公司的风险评估和

收取保费的风险溢价，从而增加公司财务成本; ( 2) 违规被稽查的概率增加。为了控制风险

和降低成本，保险机构有很大的激励对投保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的事中和事后监督，发

挥其专业的外部治理职能( 凌士显和白锐锋，2017) ，从而增加了公司违规被稽查的概率。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以下简称《条款》) 来进一步理解。《条款》
规定，被保险人具有“如实告知义务”( 如第十八条规定，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

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规定，投保公司

发生兼并收购、股东变动、证券发行交易等重大事项变更时，被保险公司有义务在上述行

为发生后的 30 日内书面告知保险人) 。除了如实告知义务，《条款》第二十一条还规定，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

人，保险人可以根据费率表的规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基于此，董责险的如实告

知义务缓解了保险机构与投保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保险机构获取必要的信息并

遏制董事高管事前及事后的信息隐藏，使得公司违规行为尽早曝光，从而提高了违规被稽查

的概率。与此同时，保险机构若是发现上市公司潜在的赔偿风险剧增时，会提出修改方案督

促上市公司进行调整，并会通过提高保费给上市公司施加压力，从而提高了公司违规的财务

成本。因此，这些保险合约中权利义务的规定是保险机构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机制和保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 － A: 如董责险符合“监督效应假说”，则董责险与公司违规概率显著负相关。
2. 机会主义假说

董责险也有可能降低高管违规成本进而诱发公司违规行为。董责险使得董事高管在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因行为不当或工作疏忽受到指控并追究其个人赔偿责任时，由

保险机构代为赔付该董事高管在责任抗辩过程中支付的相关法律费用并负责赔偿其应该

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诉讼风险和财务成本的转嫁会大大弱化法律的约束机制和威慑效

果，降低了高管违规的成本，从而可能诱发公司违规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以下竞争性的假设:

H1 － B: 如董责险符合“机会主义假说”，则董责险与公司违规概率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0 － 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 ( 1 ) 金融保险行

业公司样本; ( 2) ST、PT 公司样本; ( 3) 相关变量缺失的公司样本，最终得到 18779 个公司

－ 年度观测值。
参考已有研究( Yuan et al. ，2016; Zou et al. ，2008; 许荣和王杰，2012) ，购买董责险的

上市公司名单以及首次购买年份是通过在 Wind 金融数据库中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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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CSMAR 数据库中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根据“董责险”、“责任险”、“责任保险”等

关键词进行检索，手工搜集整理得到，如果公告中未明确提出停止董责险的购买，则假定

在以后年度持续购买。上市公司违规数据来自锐思金融数据库中的“重大事项违规处

罚”统计表，公司治理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金融数据库。为

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首次购买董责险和被稽查出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年度分布情况见表 1。可以看出，

2002 年是我国董责险市场的元年，共 31 家上市公司在这一年首次购买董责险，占比

15. 98%。在最近几年，新增引入董责险的上市公司数量平均每年有 12 家左右。从违规

上市公司分布来看，被稽查出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数目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0
年违规公司总数最少，占比仅为 1. 11%，而到 2015 年时，违规上市公司总数高达 624 家，

占比 20. 98%。

表 1 首次购买董责险和稽查出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年度分布情况

年份 首次购买董责险公司数目 占比( % ) 稽查出违规公司数目 占比( % )

2000 0 0. 0000 33 1. 1096

2001 0 0. 0000 67 2. 2529

2002 31 15. 9794 75 2. 5219

2003 13 6. 7010 45 1. 5131

2004 5 2. 5773 81 2. 7236

2005 10 5. 1546 108 3. 6315

2006 5 2. 5773 80 2. 6900

2007 15 7. 7320 91 3. 0599

2008 26 13. 4021 51 1. 7149

2009 9 4. 6392 59 1. 9839

2010 8 4. 1237 53 1. 7821

2011 6 3. 0928 203 6. 8258

2012 20 10. 3093 320 10. 7599

2013 11 5. 6701 352 11. 8359

2014 10 5. 1546 329 11. 0625

2015 13 6. 7010 624 20. 9818

2016 12 6. 1856 403 13. 5508

合计 194 100. 0000 2974 100. 0000

( 二)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检验董责险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我们设定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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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di，t = β0 + β1Doinsi，t + β2Controli，t +∑Year +∑Industry + εi，t ( 1)

借鉴现有研究( Khanna et al. ，2015; 陆瑶和李茶，2016) ，本文使用虚拟变量 Fraud 来

衡量公司违规行为，若公司在当年被稽查出有违规行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在解释变

量中，我们用虚拟变量 Doins 衡量公司当年是否购买了董责险，定义为公司首次购买董责

险之后的年度样本取值为 1，否则为 0。借鉴现有文献( 曹春方等，2017; 周开国等，2016) ，

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

值; 成长能力( Gasset) ，总资产增长率; 盈利能力( ROA) ，总资产收益率; 股权属性( SOE) ，

当公司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为 1，否则为 0; 股权集中度( Cr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两

职合 一 ( Dual ) ，当 董 事 长 和 总 经 理 是 同 一 人 时 取 值 为 1，否 则 为 0; 董 事 会 规 模

( Boardsize)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ratio)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比例。此

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Fraud 的均值为 0. 10，表明

公司违规的样本占比约为 10. 00%。Doins 的均值为 0. 05，表明购买董责险的上市公司样

本占比约为 5. 00%。SOE 的均值为 0. 41，表明国有企业样本略少于非国有企业样本。

表 2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公司违规 Fraud 当年被稽查出有违规行为为 1，否则为 0 0. 1029 0. 0000 1. 0000 18779

购买董责险 Doins 购买董责险之后的年度样本为 1，否则为 0 0. 0530 0. 0000 1. 0000 18779

股权属性 SOE 控股股东为国企为 1，否则为 0 0. 4140 0. 0000 1. 0000 18779

股权集中度 Cr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0. 3593 0. 0879 0. 7500 18779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12. 6447 10. 0981 16. 5033 18779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0. 4301 0. 0485 1. 0809 18779

成长能力 Gasset 总资产增长率 0. 2397 － 0. 3378 2. 5449 18779

盈利能力 ROA 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资产总额 0. 0638 － 0. 1907 0. 4102 18779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时为 1，否则为 0 0. 2462 0. 0000 1. 0000 18779

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 董事会人数 8. 8798 5. 0000 15. 0000 18779

独立董事比例 Indratio 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会人数 0. 3683 0. 0000 0. 5556 18779

注: 变量单位，董事会规模为“人”。除此之外，所有变量均为 0 ～ 1 变量、比值或经过取对数处理。

四、基本实证分析

( 一) 单变量统计分析

为了比较是否购买董责险的两组样本在违规行为和其他公司特征方面的区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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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了两组样本中主要变量的均值，以及两组均值在统计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别，结果

见表 3。从公司违规来看，Fraud 在没有购买董责险的样本组中均值为 0. 11，是购买组

( 均值为 0. 06) 的近两倍，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表明没有购买董责险公

司的平均违规概率要显著高于购买董责险的公司。从股权属性来看，SOE 在没有购买董

责险组的均值( 0. 40) 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低于购买组( 0. 75) ，表明在购买董责险的

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更多。此外，从其他变量的均值比较结果还可以看出，购买董责险公

司的股权集中度更高、规模更大、负债水平更高、成长性更低、盈利能力更差。

表 3 单变量统计分析结果

主要变量
( 1) Doins = 0 ( 2) Doins = 1 ( 1) － ( 2)

均值 样本 均值 样本 均值差

Fraud 0. 1054 17783 0. 0592 996 0. 0462＊＊＊

SOE 0. 3950 17783 0. 7520 996 － 0. 3570＊＊＊

Cr1 0. 3572 17783 0. 3971 996 － 0. 0399＊＊＊

Size 12. 5793 17783 13. 8128 996 － 1. 2335＊＊＊

Lev 0. 4232 17783 0. 5535 996 － 0. 1303＊＊＊

Gasset 0. 2456 17783 0. 1337 996 0. 1119＊＊＊

ROA 0. 0642 17783 0. 0575 996 0. 0067＊＊＊

Dual 0. 2539 17783 0. 1084 996 0. 1455＊＊＊

Boardsize 8. 8391 17783 9. 6074 996 － 0. 7683＊＊＊

Indratio 0. 3682 17783 0. 3706 996 － 0. 0024

( 二) 多变量回归分析

模型( 1) 的 Probit 回归结果见表 4。在前两列中，我们只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

应，可以看出 Doins 的回归系数为 － 0. 29，t 值为 － 4. 18，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在后两列

中，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Doins 的回归系数变为 － 0. 27，t 值变为 － 3. 68，仍

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董责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概率，符

合监督效应假说，支持了假设 H1 － A。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 Yuan et al. ( 2016) 和袁蓉

丽等( 2018) 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情境下保险机构有可能通过董责险发挥监督职能，

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却大多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董责险发挥作用的国别差异与所在国的法制环境和公司购买董

责险的真正需求有很大关系。在法治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的主要

目的是应付股东的诉讼，特别是高管决策失败时，可由保险机构代偿诉讼损失。但在我

国，因为高管决策失败而引发个人财产损失的情形并不多见。可能正是这种法治环境和

股东诉讼风险的不同，导致了我国购买董责险的上市公司数量要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196 总第 480 期

同时也导致了董责险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在发达国家，董责险解决了高管股东诉讼的后

顾之忧，那么高管的决策可能会更倾向于机会主义情形，加大代理冲突。而在我国，董责

险则更有可能发挥保险机构的专业监督职能，降低代理成本。
在控制变量中，SOE、Cr1、Size、Gasset 和 ROA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

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规模越大、公司成长性越好、公司盈利能力越强，上市公司违规的概

率越小。Lev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违规的概率越大。

表 4 多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Fraud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Doins － 0. 2934＊＊＊ ( － 4. 18) － 0. 2697＊＊＊ ( － 3. 68)

SOE － 0. 2480＊＊＊ ( － 7. 24)

Cr1 － 0. 3708＊＊＊ ( － 3. 80)

Size － 0. 0346＊＊ ( － 2. 34)

Lev 0. 4035＊＊＊ ( 4. 81)

Gasset － 0. 1226＊＊＊ ( － 3. 02)

ROA － 1. 8225＊＊＊ ( － 6. 81)

Dual － 0. 0031 ( － 0. 10)

Boardsize － 0. 0110 ( － 1. 14)

Indratio － 0. 0910 ( － 0. 31)

_cons － 1. 7103＊＊＊ ( － 6. 77) － 0. 9790＊＊＊ ( － 3. 02)

Year and Industry FE YES YES

N 18720 18720

Pseudo － R2 0. 0853 0. 1052

注: 括号中为 Huber － White sandwich t － statistic。* ，＊＊，＊＊＊分别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同。

( 三) 内生性控制与稳健性检验

如何区分保险机构的事后监督效应与事前选择效应是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的重要难

题。从投保公司视角看，是否购买董责险存在两个方向的选择性。既有可能是股东诉讼

风险和代理冲突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责险( Zou et al. ，2008; Jia et al. ，2019) ( 逆

向选择) ，也有可能是具有优秀的、有风险厌恶特质董事高管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责险

( 正向选择?) 。从保险机构的视角来看，由于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受到投保公司治理水

? 具有风险厌恶特质的人往往具有较低的风险，同时他们也更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保险。详见“许荣，张俊岩和

彭飞，2015，《正向选择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 9 期，第 107 －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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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诉讼风险的影响，保险机构在极端情况下则有可能直接拒绝为高风险公司提供保险

服务。
因此，董责险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既有可能是保险机构发挥了相应的

监督职能，也有可能受到上市公司与保险机构复杂选择效应的影响。为了控制这一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下面我们将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等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1.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首先，我们选择同一行业上市公司购买

董责险的均值( IndustryMean) 作为 Doins 的工具变量( Lin et al. ，2011) 。处于相同行业的

公司可能在同一经理人市场上争夺企业家人才，为了能吸引到优秀的经理人，公司是否购

买董责险需要参考同行业竞争对手的选择。此外，同行业公司有着相似的经营风险和经

济周期，面临的股东诉讼风险也往往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因此，同行业其他公司购买董责

险的情况可能影响本公司的购买选择，但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会对本公司违规行为产生直

接影响，因而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其次，借鉴袁蓉丽等( 2018) 的研究，我们选择

独立董事的海外工作背景( ForeignExperience) 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定义为上市公司中

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人数。拥有国外工作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国外公司的管理经

验和运行模式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也更加懂得利用董责险的保护机制对履职过程中面

临的潜在诉讼风险进行提前防范。因此预期公司董事会中具有国外工作背景的独立董事

越多，购买董责险的概率就越大。同时，独立董事的国外工作背景并不会直接影响上市公

司的违规行为。最后，我们选择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是否为外资( ForeignOwned) 作为第

三个工具变量。外资控股下的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吸收和引进国外公司的管理经验和运营

模式，并将董责险作为应对诉讼风险和公司风险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预

期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责险，但并无明显证据表明外资控股与公司违规

行为有直接关联。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 0 － 1 变量，因此借鉴张号栋和尹志超( 2016) ，运用 IVprobit 模

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作为参照，我们同时汇报了 2SLS 回归的结果，详见表 5。( 1) 列为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IndustryMean、ForeignExperience 和 ForeignOwne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且第一阶段的 F 值为 60. 30，超过 F 值等于 10 的经验值，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通

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2) 列为运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wald 检验值为 3. 08，

对应的 P 值为 0. 08，说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在控制了内生性后，Doins 的系数依然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3) 列为 2SLS 的估计结果，Score chi2 统计值表明通过了过度识

别检验。同时 Doins 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综上，在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内

生性问题后，我们可以更为稳健地得出保险机构通过董责险发挥监督职能，抑制了公司违

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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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 1) ( 2) ( 3)

第一阶段回归 IVprobit 回归 2SLS 回归

Doins Fraud Fraud

IndustryMean 0. 9055＊＊＊

( 9. 20)

ForeignExperience 0. 0429＊＊＊

( 9. 72)

ForeignOwned 0. 0181*

( 1. 86)

Doins － 1. 0986＊＊ － 0. 1165*

( － 2. 39) ( － 1. 79)

第一阶段 F 值( P 值) 60. 3030 ( 0. 0000)

Wald chi2( P 值) 3. 0800( 0. 0790)

Score chi2( P 值) 2. 1570( 0. 3400)

N 18583 18524 18583

注: wald 检验是对 IVprobit 模型工具变量是否外生的检验。所有检验结果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限于篇
幅，未报告固定效应、常数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 1)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

借鉴现有文献 ( 胡国柳等，2019; Yuan et al. ，2016; 凌士显和白锐锋，2017 ) ，使用

Heckman 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进一步控制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主要结论不变。
( 2)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借鉴胡国柳等( 2019) 、Yuan et al. ( 2016) 、凌士显和白锐锋( 2017) 的做法，本文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为购买董责险的样本构建匹配样本进行回归，主要结论不变。
( 3) 分行业、年度构建配对样本

借鉴 Yuan et al. ( 2016) 和 Zou et al. ( 2008 ) 的研究，我们为每一个购买董责险的样

本，在没有购买董责险的同行业、同年度样本中，挑选出一个规模最相近的配对样本。基

于配对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主要结论不变。
( 4) 进一步控制董事高管的其他特征

考虑到高管的其他特征既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是否购买董责险也有可能同时影响

公司违规的概率，从而导致遗漏变量偏误。因此我们进一步控制了董事高管的其他特

征变量，包括平均学历、平均年龄、是否有学术背景高管、是否有海归高管以及是否有

? 限于篇幅，此处结果均未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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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管。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实证结果表明，董责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概率，但背后的机制不一

定就是保险机构有效发挥了监督职能，也有可能是保险机构和投保公司合谋的结果。保

险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有动力帮助投保公司隐藏违规行为，避免违规后被稽查，因而董责险

可能仅仅降低了投保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却并没有真正影响投保公司的违规倾

向?。如果合谋假说成立，那么董责险不仅没有发挥监督职能，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公司高

管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代理成本。为了进一步厘清董责险影响公司违规

的具体机制，下面我们将对监督假说和合谋假说做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监督假说认为，在违规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督可以通过提高投保公

司的财务成本和违规被稽查的概率，来抑制高管的违规倾向和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

合理预期，如果监督假说成立，那么董责险将对公司违规倾向有着负向的影响，但对违规

后被稽查的概率却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如果合谋假说成立，那么董责险对违规被稽查的

概率有着负向的影响，但对公司违规倾向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为了检验以上假说，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董责险分别对上市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后被

监管稽查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上文中的公司违规变量 ( Fraud) 分解为违规倾向

( Inclination) 和违规稽查( Detect) 。公司具有违规倾向且被监管稽查后才定义为发生了违

规行为( Fraud) ，因此违规倾向和违规稽查的联合概率分布决定了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

概率。借鉴陆瑶和胡江燕( 2016) 、滕飞等( 2016) 的研究，我们使用部分可观测的 Bivariate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需要区分不同的控制变量来分别解释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

稽查。现有文献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是影响上市公司违规倾向的主要因素，而公司业绩的

变化则会引起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注意进而会影响被稽查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违规倾

向，我们控制了以下变量: 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是否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股票收益率、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而违规稽查的另一组控制变量为: 公

司成长性、总资产收益率、杠杆率、托宾 Q、股票换手率、股票波动率和行业中违规公司数

目占比。此外，我们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部分可观测的 Bivariate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 1) 列中 Doins 的系

数显著为负，而( 2) 列中 Doins 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表明董责险与上市公司的违规倾向显

著负相关，与违规稽查的概率显著正相关。由于董责险对违规倾向的负向效应( 回归系

数大小为 － 0. 71，t 值为 － 2. 47) 要大于对违规稽查的正向效应( 系数大小为 0. 56，t 值为

1. 72) ，因此总体来看，董责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 上文中用到的公司违规变量是上市公司发生违规且被稽查出来的结果，因此董责险引入后违规倾向的降低

或者违规后被稽查概率的降低都会造成最终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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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监督假说，合谋假说不成立。

表 6 基于部分可观测 Bivariate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 1) ( 2)

Inclination( 违规倾向) Detect( 违规稽查)

Doins － 0. 7130＊＊ 0. 5630*

( － 2. 47) ( 1. 72)

控制变量 影响违规倾向的控制变量 影响违规稽查的控制变量

Year FE Yes

N 17049

注: 限于篇幅，未报告常数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除了以上证据，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董责险对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AgencyCosti，t | AgencyCosti，t +1 = β0 + β1Doinsi，t + β2Controli，t + θt + αi + εi，t ( 2)

在模型( 2) 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当期和未来

一期值。借鉴凌士显和白锐锋( 2017) ，分别用总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 /总资产) 和

资金占用率( ( 应收账款 + 长期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账款) /总资产) 来衡量第一类代理成

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在解释变量中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公司代理成本的公司治

理变量和财务变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 θt ) 、企业个体效应( αi ) 来控制

宏观层面经济环境的时间趋势以及企业层面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回

归结果 见 表 7，可 以 看 出，在 ( 1 ) 、( 2 ) 两 列 中，Doins 的 系 数 大 小 均 为 负 ( － 0. 08 和

－ 0. 11) ，且分别在 10%和 5%的水平上显著。在( 3) 、( 4) 两列中，Doins 的系数大小也均

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董责险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主，显著抑

制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支持了监督效应假说。

表 7 董责险对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影响的回归结果

第一类代理成本 第二类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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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期 T + 1 期 T 期 T + 1 期

Doins － 0. 0826* － 0. 1095＊＊ － 0. 0105 － 0. 0055

( － 1. 74) ( － 2. 25) ( － 1. 23) ( － 0. 69)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N 10739 10739 10739 10739

Adj_R2 0. 2070 0. 1194 0. 1073 0. 0514

注: 限于篇幅，未报告常数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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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责险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分析

( 一) 董责险对不同公司违规类型的影响

根据锐思金融数据库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分类，借鉴陆瑶等( 2012 ) 和滕飞等( 2016 ) ，

我们将公司违规进一步细分为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三类。我们根据 3
种违规类别分别设置了 3 个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定义为当该年度公司被稽查出有

对应类别的违规行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代入模型( 1 ) 的回归结果见表 8，可以看出，

在( 1) 列 中，Doins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 0. 12，但 并 不 显 著。在 ( 2 ) 列 中，Doins 的 系 数 为

－ 0. 66，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 3) 列中，Doins 的系数为 － 0. 31，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比较三列结果中 Doins 回归系数的大小和 t 值，我们发现董责险对经营违规的回归系数无

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统计意义上均是最显著的，领导人违规其次，信息披露违规最不

显著。考虑到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会对公司的运营产生直接的影响，并可能大幅

提高公司的潜在风险，从而增大保险机构未来大额赔付的可能性和运营成本，因此保险机

构会更加关注公司的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并发挥积极有效的监督作用; 第二，相对于

公司经营行为和领导人行为，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成本相对较小，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能

会更多地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从而公司信息披露已经面临较大的约束，因此董责险

对信息披露违规监督的边际效应不大，而对经营违规则能发挥更大的边际治理作用( 滕

飞等，2016) 。

表 8 董责险对不同公司违规类型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信息披露违规 经营违规 领导人违规

Doins － 0. 1198 － 0. 6642＊＊＊ － 0. 3075*

( － 1. 34) ( － 2. 82)
( － 1. 90)

N 18688 17547 17693

Pseudo － R2 0. 1075 0. 0813 0. 0872

注: 所有检验结果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报告固定效应、常数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
同。

( 二) 董责险与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项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那么保险机构

发挥的监督职能与其他治理机制到底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替代呢? 为此，我们进一步在

模型( 1) 中加入了董责险与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见表 9。在( 1 ) 列中，我们

检验了董责险与股权属性的交叉项( Doins × SOE) 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发现交叉项的系数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国有企业中，董责险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果更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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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列中，我们检验了董责险与保险机构持股比例的交叉项( Doins × Insurer) 对公司违规

的影响，发现交叉项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上市公司同时拥有保险机

构股东且持股比例越高时，董责险对公司违规的边际治理效应越弱。表明保险机构持股

与董责险合约同是保险机构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机制，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原因可能

是: 一方面，拥有保险机构股东的上市公司已经面临了来自保险机构的约束，从而董责险

发挥的边际治理效应将有所减弱; 另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监督需要成本，因此保险机构

股东和董责险合约保险机构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依赖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弱了董责

险的治理效果。在( 3) 列中，我们检验了董责险与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交叉项( Doins × Big4) 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发现交叉项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当公司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董责险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效果更好。在( 4)

列中，我们检验了董责险与是否两职合一的交叉项( Doins × Dual) 对公司违规的影响，交

叉项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时董责险对公司

违规的治理效果更好。

表 9 董责险与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项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Fraud Fraud Fraud Fraud

交叉项 Doins × SOE Doins × Insurer Doins × Big4 Doins × Dual

估计结果
－ 0. 2829* 6. 5352* － 0. 4037* 0. 4768＊＊

( － 1. 92) ( 1. 82) ( － 1. 68) ( 2. 50)

N 18715 18715 18715 18715

Pseudo － R2 0. 1056 0. 1058 0. 1080 0. 1058

( 三) 董责险监督职能在不同环境下的分组检验

一方面，我们考察了在不同监管环境下董责险对公司违规影响的差异; 另一方面，公

司内部的信息透明度由于直接影响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公司的成本因而对外部治理效

果有着重要影响，为此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的公司内部信息环境下，董责险对公司违

规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

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报告，

留存备索。)

七、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00 － 2016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董责险显著降低了公

司违规的概率，从而发挥了有效的外部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董责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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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同时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主要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
对董责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 ( 1) 董责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

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 ( 2) 董责险发挥的监督职

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 CEO 二职

分离存在互补效应; ( 3) 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责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

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
第一，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从而

进一步拓展了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二，本文从公司违规的视角切入，进一步

提供了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经验证据，从而

对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约束公司违规行为提供了相关政策参考。第三，尽管中国的董责险

市场在过去十年有了快速发展，然而和发达市场相比保险覆盖率仍然较低。因此，本文的

研究有可能促使理论界、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重新思考公司的董责险如何影响公司的治

理水平并进一步影响公司违规，从而为监管部门推动董责险市场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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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surance Deter Corporate Fraud?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urance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LI Conggang XU Rong

( Dongwu Business School，Soochow University;

School of Finance /Chinese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especia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supervisory

effect of bank loans，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hedge funds，and the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such as

mutual funds and pension funds，that may obtain board seats or even threaten to withdraw investments.

However，unlike the above － mentioned institutions，which hav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holding equity and

creditor’s rights， insurance institutions directly address the governance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governance deficiencies by providing directors’and officers’insurance ( “D＆O insurance”hereinafter ) to

listed companies. Therefore， insurance institutions may have more direct incentives to play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Corporate fraud has severely damaged investor confidence and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markets.

Therefore，preventing and deterring corporate fraud are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factors in preventing corporate fraud because they directly affect the cost of corporate fraud.

However，although D＆O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its effect on corporate

fraud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Existing theories show that D＆O insurance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cost of

corporate fraud through active and effective external supervision by insurance institutions，but also stimulate the

moral hazard and opportunistic behavior of directors and executives by transferring potential litigation risks to

insurance companies，thereby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corporate fraud. Therefore，the actual role of D＆O

insurance in corporate fraud is an important empirical research topic．

Using a sample of A － share firm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s in the 2000 to 2016

period，we find that D＆O insura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corporate fraud，which conforms the

supervisory effect hypothesis. These conclusions remain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based on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Heckman two － stage model，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We then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upervisory hypothesis and collusion hypothesis to identify the impact mechanism. The co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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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 holds that insurance institutions tend to help insured companies hide corporate fraud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Therefore，D＆O insurance ma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rporate fraud's being revealed but not

really affect the corporate fraud tendencies of insured companies. The supervisory hypothesis holds that external

supervision by insurance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orporate fraud an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inspecti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a bivariate probit model with partial observability show that D＆O insuranc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fraud tendencie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inspection. We also find that D＆O insurance reduces agency costs，which significantly inhibits managerial

opportunism. The above results support the supervisory hypothesis and suggest that the collusion hypothesis is

not valid．

We also do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 1 ) Afte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ypes of

corporate fraud，we find that the supervisory effect of D＆O insurance on fraud committed by businesse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 2) By examining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O insurance and other governance variables on

corporate fraud，we find that D＆O insurance has a better governance effect on corporate fraud for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when chairmen and CEO positions are separated，and when auditors come from the“Big Four”

accountancy firms. However，when insurance institution are shareholders，the marginal governance effect of

D＆O insurance on corporate fraud is weaker. ( 3) Grouping the regressions shows that the supervisory effect of

D＆O insurance on corporate fraud is more significant in poor external supervisory environments or when there is

high transparency of internal inform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insurance contracts affect corporate fraud through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nnels，but also shows that insurance institutions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 through D＆O insurance. Finally，this study may prompt theorists，

legislators，and regulators to rethink how decisions about D＆O insurance affec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fraud. They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

insuran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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