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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等渠道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

展又从市场基础、市场拓展、发展稳定性等方面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存在耦合效应。在深入探讨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耦合机制后，利用耦合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2017年第四季度

及以前，耦合效应主要归功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而之后则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为主导；2018年第一季度及以后，金融供

给侧改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2019年第一季度之后开始放缓；经过4年的相互作用，目前金融供给侧

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间的耦合效应已达到较高层次，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保障作用上升速

度较慢，绝对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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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从供给端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发

展质量的重要工作内容[1]。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框架下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

分，它强调从资金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社会经济深入发展[2]，这为在融资上一直面临窘境的创新型中

小企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指以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商业模式等为核心创新内

容的中小规模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社会创新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诸如新技术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均在创新型中小企业范畴内，该类企业最明显的特点是高技术性、高成长性、高风险性和资金需求量大[3~4]。

创新型中小企业一般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创期或成长期，其高技术性和高成长性对资本投入量提出较高

要求，同时经营不稳定、经营高风险也表现突出。这使得企业外部各种资本往往不太青睐创新型中小企业，

其资金获取能力较弱，规模化经营难以形成，整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金融供给侧改革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的融资难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从金融供给端加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利用诸如

“投贷联动”“投贷组合”等形式向创新型中小企业输入资本，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5]。

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就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

较广泛的研究，比如彭建娟（2014）在金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结构变化对高

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效率对技术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关系，而金融结构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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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微[6]。黄青萍（2017）指出，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

极作用并不明显[7]。陆文娟（2017）以黄石市为例，研究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对黄石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推动高新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8]。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

展的关系方面，少数学者也有涉及，比如邵凌波等（2020）研究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中小企业发展和技术创

新的作用关系，认为金融支持有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9]。徐小茗和周艺霖（2020）认

为金融供给侧改革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支持，解决了其一直面临的融资问题，是科技型小微企业

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10]。

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关于金融供给侧

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现有的少量研究也仅局限于理论探讨金融供给侧改革

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单方面影响上。然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

作用也是普遍存在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在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也在一定

程度上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保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市场基础，

二者处于相互促进、互为依靠的状态。本文基于耦合理论模型，对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

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深入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相互影响的机理与方式，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对

于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发展也意义明显。

二、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理论机制

（一）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理论框架

“耦合效应”是指多个本身独立的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而形成一个复合系统，各独立系统成为复

合系统内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部机制[11]。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

型中小企业发展本身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二者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通过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推动金融

供给、金融需求以及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发生变化，进而产生耦合效应，相互作用力度越大则其耦合效应越

明显。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是通过内外部两个渠道共同实现的（见图1）。

图1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框架

从图1可以看出，内部渠道是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外部渠

道起辅助作用，内部渠道作用于外部渠道。在内部渠道中，“自组织性”是耦合效应产生的主要机制，金融供

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两个独立系统均有着内在发展需要，来自二者内部的各因素为迎合发

展需要，在自组织机制作用下，自行进行能量互换、相互作用，自发向均衡状态演进，进而推动二者向耦合方

向有序发展，从复合系统内部实现耦合效应。在外部渠道中，在相关因素作用下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

求发生变化，刺激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供给发生变化。同理，当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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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供给发生变化时，会引起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发生变化，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需求和金融

供给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进而从复合系统外部生成耦合效应。

（二）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实现机制

1. 金融供给侧改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从金融供给端支持经济发展，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效率是其支

持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金融供给侧改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主要体现为这三种形式。

（1）扩大金融规模。金融规模可以表述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金融资产总规模，它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奠定了金融基础[12]。资金需求量大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

阶段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而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速度往往比较慢，满足不了其快速发展需要，所以金

融供给侧改革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金量的需求。金融供给

侧改革通过储蓄和投资效应提升创新型中小企业资本积累速度，扩大其资本形成规模[13]，同时，通过资金投

放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增加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规模，以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金

的大量需求。

（2）优化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即为金融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占比情况，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优化金

融结构，促进金融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达到最佳比例，并以最佳状态作用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14]。创新型

中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其成长需求、技术创新需求也有所不同，金融需求相应也存在差异。在初创

期，银行信贷、风险资本是其主要资金需求形式，而在快速成长期和成熟期则对信贷融资、证券融资等各种

金融形式均有需求，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可以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多金融选择形式，使之有效获得

各种金融支持[15]。

（3）提升金融效率。金融效率是指金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升金融效率、避免金融资源浪费

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主要目标之一[16]。创新、设计出更加合理的金融工具有助于提升金

融部门产出-投入比，是提升金融效率的主要手段。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提供了更

多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有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防范与控制融资风险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

金融交易成本，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和速度均有积极作用。

2.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机制

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多条路径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也会向金融供给侧改革

施加反作用力，同时出于内在发展需要，创新型中小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渠道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形成互动，为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和深化提供保障。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保障作用主要通过市

场基础保障、市场拓展保障和发展稳定性保障实现。

（1）市场基础保障。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理念

下，创新型中小企业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对资金的依赖程度高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尤其是在进入快速

成长阶段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基础设备、雇佣研发人员等。此时，创新型中小企业可通过多种手

段实现其资金需求，促使金融市场规模扩大，为金融机构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5]，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特点设计、创新出各类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的多样化和业务规模的提升，

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市场基础。

（2）市场拓展保障。高技术性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又一主要特点，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不仅仅是推动

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其他产业甚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社会经济的运转对新技术、新工艺的依赖性更强，迫使各行各业都必须充分利用先进

技术提升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创新型中小企业作为社会技术创新的重要供给方，其发展状况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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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其在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等方面的创新可以通过转让、模仿等方

式被其他行业所掌握，满足其他行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17]，推动其他行业的成长与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

体系金融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改变，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3）发展稳定性保障。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还会通过未来发展潜力的积累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持续稳

定推进提供保障。首先是在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上提供保障。金融机构是一种根据风险收益原则开展经

营活动的机构，风险性是其各类业务均具备的一种特征，所以控制风险是金融机构能否健康发展的主要影

响因素[18]。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风险控制技术，提升其各类业务的非现场审计效

率，降低各类风险发生概率，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效、稳定实施提供良好的风险控制保障。同时，创新型中

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也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体现，创新型中小企业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提升得越好，金融

机构收回其提供的各种资金并获得收益的保障就越大，相应风险就越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供

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其次，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通过降低自身及其他行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

性为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稳定实施提供保障，创新型中小企业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数量、基础技术研发

能力及成效为其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保障和潜力，为所属行业及其他行业未来的稳定发展打下基础，进而

也为金融机构未来业务的开展提供保障，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稳定实施。

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分别通过内部各要素作用于对方，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而

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最终促进二者之间产生耦合效应（见图2）。

图2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实现机制

三、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实证检验

（一）耦合理论模型

耦合理论模型是利用功效函数分析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方法，本文中，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

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分别为子系统，在功效函数中，设 ui（1≤i≤n）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

耦合系统中的序参量，uij 为 i序参量中的 j指标，αij 、βij 分别表示耦合系统稳定序参量的上限和下限，

αij =max( )xij ，βij =min( )xij ，功效函数表达式为：

uij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 )xij - βij

( )αij - βij

uij 正功效

( )αij - xij

( )αij - βij

uij 负功效

（1）

其中，αij 、βij 分别为耦合系统序参量的上限和下限，uij 为变量 xij 对系统功效的贡献，uij 越接近于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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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的贡献越小，越接近于1则 xij 的贡献越大。子系统是耦合关系存在的支撑力量，子系统序参量对复合系

统的贡献可由式（2）表示：

ì

í

î

ïï
ïï

ui =∑
j = 1

m

λijuij

∑
j = 1

m

λij = 1
（2）

ui 为耦合系统序参量，表示子系统对复合系统的贡献，λij 为指标权重，在式（1）和式（2）基础上计算复合

系统的耦合度：

S ={ }( )u1∙u2 /[ ]( )u1 + u2 ( )u1 + u2
1/2

（3）
其中，当S=0和S=1时，复合系统均不存在耦合关系，当S∈（0，1）时表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

业发展之间存在耦合效应。根据郝生宾和于渤（2008）[19]、李会（2019）[5]等的研究成果，将我国金融供给侧改

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耦合效应分为3个层次，当S∈（0，0.3]时为低度耦合层次，可以认为金融供给侧

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几乎不存在耦合效应；当S∈（0.3，0.7]时为中度耦合层次，金融供给侧改革

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关系，但耦合效应并不显著，需要进一步强化；当 S∈
（0.7，1）时为高度耦合层次，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机制，二者能够有

效地实现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二）耦合效应指标体系构建

前文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生成机制中分析了双方相互作用的渠道及相关

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穆争社和穆博（2018）[20]、郑志来（2019）[21]、袁星（2020）[22]等的研究，金融供给侧改

革指标主要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及金融效率等维度指标构成，参考张玉明和梁益琳（2011）[4]、Stoffers等
（2020）[23]的研究，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指标主要由体现其发展规模及潜力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发展潜力

指标构成，各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指标体系

复合系统
序参量

金融供给侧
改革

创新型中小
企业发展

子系统
序参量

金融规模

金融效率

金融结构

投入

产出

指标

麦氏指标

金融相关率

企业平均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机构存贷率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商业银行资产报酬率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率

企业债券融资率

新增本外币贷款率

R&D员工

固定资产投资额

R&D经费

主营业务收入

行业平均利润率

平均交货值

替代
字母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解释说明

GDP÷M2（单位:%）

金融机构存贷款÷GDP比值（单位:%）

企业获得的资金总额（单位:亿元）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单位:%）

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单位:%）

税后净利润÷资产总额（单位:%）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社会融资总额（单位:%）

企业债券融资额÷社会融资总额（单位:%）

新增本外币贷款额÷社会融资总额（单位:%）

R&D员工数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投入是企
业总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名）

固定资本投入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单位:亿元）

体现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量（单位: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体现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回报情况（单位:亿元）

反映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整体收益情况（单位:%）

反映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整体产出能力（单位:亿元）

56



复合系统

序参量

子系统

序参量

发展潜力

指标

研究生学历员工数

基础研究R&D员工数

有效专利获取数量

替代

字母

X16

X17

X18

解释说明

体现创新型中小企业人才获取情况（单位:名）

参与基础研究的R&D员工数体现了创新型中小企业未来创新

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单位:名）

有效专利是未来产品、生产技术创新的基础（单位:个）

（三）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度分析

“供给侧改革”概念于2015年11月被正式提出，确切地说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在2016年以后才开始显现，所以本文选择2016－2019年的季度数据为各指标的样本数

据。其中，金融机构数据以2016年以前在国内沪市、深市主板挂牌的金融机构数据为主，创新型中小企业数

据选择2016年以前在国内创业板、中小板以及美国纳斯达克挂牌的新技术型、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数据。所

有指标的样本数据均收集整理自Wind数据库，个别缺失值利用外推法弥补。为了避免指标度量单位及绝

对数值差异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干扰，对获取的各指标样本数据首先进行无量纲化，而后再用于耦合度计算，

所有计算过程均由SPSS21.0实现。

1. 耦合度指标权重

本文根据熵值赋权法计算得到“金融供给侧改革－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复合系统中两个子系统权重

和子系统中各指标权重（见表2）。
表2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度指标权重

序参量

ui

金融供给侧改革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

子序参量

uij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权重

λi

0.53071

0.46929

λij

0.11208
0.11292
0.11121
0.11083
0.11044
0.11064
0.11094
0.11021
0.11073
0.11163
0.11184
0.11172
0.11076
0.11055
0.11081
0.11079
0.11085
0.11105

2. 耦合度计算与分析

通过公式（1）计算“金融供给侧改革－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复合系统中子系统序参量的贡献度，然后

基于各指标权重通过公式（2）和公式（3）计算序参量 u1 、u2 及耦合度S（见表3），并绘制三者的趋势图（见图3）。

表1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效应指标体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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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度

时间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7.1
2017.2
2017.3
2017.4
2018.1
2018.2
2018.3
2018.4
2019.1
2019.2
2019.3
2019.4

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u1）

0.2118
0.2241
0.2511
0.2809
0.3222
0.3763
0.4411
0.5109
0.5885
0.6786
0.7554
0.7983
0.8308
0.8534
0.8763
0.8801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序参量（u2）

0.3827
0.3962
0.4104
0.4328
0.4516
0.4712
0.4987
0.5228
0.5493
0.5658
0.5877
0.6069
0.6303
0.6608
0.6813
0.7031

耦合度（S）
0.3184
0.3279
0.3403
0.3637
0.3905
0.4251
0.4696
0.5126
0.5607
0.6208
0.6653
0.6997
0.7281
0.7458
0.7654
0.7742

图3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度趋势

从表3中数据来看，2016－2019年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耦合度介于0.3到0.8之间，并

且自2016年第一季度开始，耦合度自最低值0.3184不断提升，说明自金融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其与创新型

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逐渐加深，二者的耦合效应逐步强化。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及以前的耦

合度均低于0.7，此时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处于中度耦合层次，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

尚未形成。而自2019年第一季度开始，耦合度均在0.7以上，二者的耦合效应开始进入较高层次，二者的良

性互动机制开始形成。但从2019年第四季度达到的最高值0.7742来看，目前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发展之间的耦合效应绝对水平并不高，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具体从金融供给侧改革措施和创新型

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着手继续推动二者耦合效应提升。

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由2016年初的0.2118快速提升到了2019年底的0.8801，金融供给侧改革对创新

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金融机构对创新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满足度逐渐提升。同时结合

图3可以看出，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在2019年以前上升速度较快，而2019年以后上升趋于平缓，金融供给

侧改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作用效应的增幅自2019年第一季度以后开始降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序

参量在样本期间内基本处于直线上升状态，但从图 3可以看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序参量的直线斜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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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直线走势比较平缓，其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效应虽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速度较低，并且其最

大值仅为0.7031，远低于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的最大值，所以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复合系统耦合效应的

贡献度不仅上升速度较慢，且绝对水平也比较低。

此外，从图3还可以看出，2017年第四季度及以前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值一直低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

展序参量值，此时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是复合系统耦合效应深化的主要贡献者。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

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供给规模、结构等无法满足其金融需求，由于耦合状态较低，也导致了创新

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力较为突出。虽然前期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序参量值也并不高，整个行业在诸

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但就国内纵向来看，此

时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和质量远高于以往，使得其在耦合系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而2018年第一

季度及以后，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量值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其对于复合系统耦合效应的提升贡献更大。带

来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前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金融机构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更

具针对性、金融服务质量更高，金融供给侧改革在金融供给结构、金融服务效率上更能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

的金融需求，推动二者耦合效应提升。但从2019年第一季度及以后的序参量值来看，金融供给侧改革序参

量值的增速明显下降，耦合效应提升速度也开始下滑。此时，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序参量值虽依然保持匀

速前进，但在相对较高的耦合效应系统中的贡献度显得较弱。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间的耦合效应为研究主线，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分别从

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两个角度探讨了二者耦合效应的产生机制，并利用2016－2019年的

数据，基于耦合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全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2016年以来，金融供给侧改革

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间的耦合效应不断提升，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自2019年第一季度以后，金融供

给侧改革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间的耦合效应开始进入较高层次，但目前耦合效应的绝对水平还有较大提

升空间。（2）金融供给侧改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金融机构对创新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

的满足度逐渐提升。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实施的前期，其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明显，而

2019年第一季度及以后该推动效应增幅开始放缓。（3）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效应

在2016－2019年一直处于平稳的直线上升状态，但是上升速度较慢，且绝对水平也比较低。（4）以2017年第

四季度为分界点，前后不同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差异，前期

耦合效应的提升主要归功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而2018年第一季度及以后则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为主导。

（二）对策建议

自金融供给侧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其在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创新型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相关保障，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者的

耦合效应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从上文的实证结论可以看出，在耦合效应不断提升过程中，金融供给侧改革

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在复合系统中所作的贡献存在差异，目前二者间的耦合效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创

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对复合系统耦合效应的贡献度比较低，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升该耦合效应。比

如：（1）进一步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金融供给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的针对性，金融机

构可以根据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类型、业务特点、项目风险与收益特征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资金规模，提升

金融效率。（2）不断创新和丰富金融工具，根据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的资金需求、成长速

度以及风险和收益特征提供最佳的融资工具，扩展金融机构业务、提升其资产报酬率。同时，也可以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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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发展，发挥其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保

障作用。（3）提升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功能的多样性，根据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和金融需求特征，金

融机构除了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外，还应该增加融资咨询、信用担保等服务，以更有效地满足创新型中小企

业金融需要。（4）在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鼓励创新型中小企业与传统制造企业合作，扩

大其技术创新外溢水平，以技术创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升经济体系的金融需求规模，为金融供给侧改革

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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