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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科技金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环节袁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兴起与新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袁对科技金融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袁要更加重视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袁充分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遥 现阶段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还存

在着融资方式单一尧金融工具创新滞后尧科技担保体系不成熟尧科技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等问题袁借鉴美国和日本科技金

融发展模式及创新实践袁下一步应重点在科技金融体制尧科技金融工具尧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尧科技金融法律政策体系

四方面实现创新袁以更好满足新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类融资需求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袁提振实体经济发展遥
关键词院科技金融曰创新曰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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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所谓野新经济冶袁是基于美国近十年来经济发展

的状况而引申出来的一个全新概念袁与传统经济相

比袁新经济的野新冶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

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

软化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及其在

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

动力遥 新经济源于美国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

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袁 新经济浪潮已经席卷全球袁
并逐渐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运行

模式遥 新经济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型经济袁其核心是

科技创新袁 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袁每
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的提升袁都是源于技术创新

而成于金融创新袁科技金融无疑是发挥科技创新支

撑引领作用的重要环节遥
科技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袁

指的是运用多种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组合袁将科技

资源或成果资本化尧产业化尧市场化的一系列金融

制度和体制安排袁通过这一过程实现科技与资本的

匹配袁并共同推动经济的演进与社会的变革遥 随着

新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以及新经济的蓬勃兴起袁我
国正在进入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袁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袁以及全球范

围内产业转型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袁都对科技金融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遥 积极探索各类科技金融创新

实践袁是在新经济时代野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袁围
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冶袁进一步打通科技与资本之间

的通道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袁发挥科技创新

与金融创新的叠加效应的必然选择袁也是提升我国

自主创新能力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袁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举措袁对于我国切实转换经济发展动力袁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二尧新经济背景下国内外科技金融模式及创新

实践

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袁全球创新竞争日趋激

烈袁世界各国纷纷展开科技金融创新探索和实践袁以
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在科技领域的配置袁提高科技

金融效率袁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遥 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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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尧金融体系尧法律体系尧诚信体系以及社会文化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 世界各国的科技金融运行

模式与创新实践各不相同袁 通过归纳总结和筛选袁
本文选取美国尧日本尧中国三个国家作为资本主导

型尧银行主导型及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模式的典型

代表袁通过分析比较其各自特点及科技金融创新实

践活动袁以期为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科技金

融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遥 具

体内容如表 1 所示遥
三尧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袁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

个阶段院起步阶段渊1985要1995冤袁1985 年 3 月 13 日

叶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曳发布袁提
出从运行机制尧组织结构尧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科

技体制改革袁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1992 年在北京

成立袁旨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袁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袁这一时期科技金融的主要形式是科技贷款遥 [3]多
元探索阶段渊1996要2005冤袁这一时期资本市场成为

科技金融的重点袁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

得到广泛认同袁企业债券尧创业投资和开发性金融

成为科技金融的主要形式袁各类服务于科技型企业

的金融工具创新不断丰富遥 快速发展阶段渊2006 年

至今冤袁2006 年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渊2006要2020 年冤曳发布袁从银行信贷尧资本市场尧
保险尧担保尧创业投资等方面完善了科技金融政策

体系袁各类科技金融主体快速发展袁各种金融工具

创新层出不穷袁 各地科技金融创新实践十分活跃袁
我国科技金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遥

随着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袁体制机制日益

健全尧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袁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

金融相比袁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还有着一定的差

距袁特别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袁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袁科技金

融与科技创新发展相比具有一定滞后性袁已不能满

足日益扩大的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袁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科技金融模式 资本主导型 银行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

代表国家 美国 日本 中国

基本适用特征 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袁发展水平较高

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板

市场比较成熟

风险投资行业发达

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是企业主

要的融资方式

银企关系密切袁银行或占有企业一定

比例股份袁或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政府在科技金融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科技金融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袁 科技型企

业融资渠道不畅

主要特色 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

极具特色的科技银行

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

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突出科技金融政策的指导作用

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

政府直接介入风险较高领域的示范作用

典型科技金融

产品及服务

天使投资院一种更具公益性的风险投资袁其
特点是投资程序设计简单尧 不过多干预创

业活动

众筹融资平台院一种天使投资的新业态袁通
过创新融资工具与方式提高投资效率袁[1]如

Angellist尧Kickstarer
硅谷银行院围绕高科技初创型企业袁在市场

定位尧产品设计尧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全面

创新袁开创了"科技银行"模式的先河

纳斯达克市场与做市商制度院 为许多无法

满足主板市场上市条件的具有高成长性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新型孵化器院 为企业提供一定额度天使投

资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创业辅导尧培训等野软
服务冶袁 加强投资人与项目的联系袁 如 Y
Combinator

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院商工组合中央

金库尧科技企业金融公库尧国民金融

公库遥 [2]为具有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提供各类优惠贷款袁并逐渐形

成紧密的银企关系袁降低信息不对称

风险

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院 地方银行尧信
用金库尧劳动金库尧信用组合等袁根据

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

中央和地方两级担保尧担保与再担保

相结合的担保体系院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袁有
效分散了银行信贷风险袁保证间接融

资体系的持续稳定运行

财政资金的直接与间接支持院无偿资助尧
产权参股尧偿还性资助尧创业投资引导尧
贷款风险补偿尧贷款贴息尧担保费保险费

补贴尧政府购买服务等

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院 科技

支行尧科技贷款尧科技保险等

多层次资本市场与技术交易市场院 由新

三板市场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构成的场

外交易市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风险投资院以政府资本为主体袁形成野政
府主导尧民间参与尧专业管理尧市场化运

作冶的基本格局

表 1 国内外科技金融模式及创新实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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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科技金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科技型企业发展中融资方式主要有直接融资

和间接融资两种袁 其中间接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袁
而直接融资则主要是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遥 西方发

达国家由于资本市场体系发展较为完善袁在科技金

融体系中直接融资的占比较高袁天使投资尧创业投

资等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主体也能够满足科技型

企业在发展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遥 在我国袁科技型

企业进入中小板尧 创业板市场融资的门槛依然较

高袁难以通过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曰债券

市场中针对中小企业的集合债券尧集合票据等仍处

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袁并且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难

以满足发债条件遥 2014 年我国债券存量占 GDP 比

重约为 56.5%袁而同期美国尧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的比

例分别为 150%尧250%和 100%袁其中企业债券额占

GDP 的比重仅为 25%袁 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水平遥
从创业投资行业来看袁 过去 10 年我国创业投资规模

有了较快发展袁 截至 2016 年 7 月末累计投资金融

达到 4558 亿元袁[4]但多数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

人倾向于投资成熟期或是传统产业内的企业袁仅有

约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于种子期尧初创期的科技型

企业袁难以发挥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遥
渊二冤金融工具创新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步伐

银行信贷作为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袁已
难以满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融资需求遥 高风险尧高
回报尧轻资产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普遍特点袁由于

缺少必要的抵押品袁加之企业现金流不稳定尧成长

性难以把握袁使得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审核时更加

谨慎对待袁产生惜贷惧贷现象袁多数科技型中小企

业难以获得充足的银行信贷遥 为破解科技型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袁各家商业银行先后推出了多种创新型

产品和服务袁不断建立野科技支行冶以支持科技型企

业发展袁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袁难以

发挥其应有作用遥 [5]一是科技支行仍属于传统商业

银行的分支机构袁在经营权尧定价权和产品研发权

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袁 难以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

野短尧小尧频尧急冶的融资需求曰二是受叶商业银行法曳
约束袁科技支行不能通过股权投资尧债券投资等方

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袁难以满足科技企业全产

业链尧全生命周期的金融需求曰三是科技支行的贷

款风险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资金袁缓解了

一些局部问题袁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风险和收益不

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遥
渊三冤科技担保体系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科技担保是主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尧高新技术

产业项目提供政策性尧商业性贷款担保服务的金融

中介行为袁 通过担保能够提高被担保企业的信用袁
有效分散和转移风险袁对于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融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资料显示袁OECD 成

员中有约 85%的国家都设立了国家级的融资担保

基金袁[6] 有些还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问题设

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袁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管

理局尧日本的信托业协会等遥 目前袁我国的科技担保

机构主要有政策性担保机构尧互助性担保机构以及

商业性担保机构三种类型袁总体来说发展状况参差

不齐袁科技担保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院一是大部分

担保机构实力弱小袁实际担保能力有限袁呈现野小尧
少尧散尧弱冶的特点袁无法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

资需求曰二是担保行业整体资信水平较差袁与银行

议价时被迫承担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贷款风险袁造
成担保机构责任与能力的背离袁从而加大了整体风

险曰三是担保物流转渠道不通畅袁由于国内针对专

利技术的技术交易市场不完善袁 当出现贷款违约

时袁科技担保机构不能将所持有的专利尧技术发明

等担保物顺利变现以补偿担保损失袁从而加大了担

保机构风险袁限制了担保业务的开展遥
渊四冤科技金融生态环境亟待完善

目前国内学者对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尚

没有统一定义袁赵昌文等指出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是

各种金融工具运行的法律尧经济尧文化和社会等制

度尧体制及传统环境遥 [7]可以看出袁科技金融生态环

境是影响科技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袁具体包括信用

环境尧法律环境尧政策环境尧中介服务体系尧企业发

展状况等遥 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科技金融的发展与创新遥 一是社会信用体系

的不完善和信用缺失遥 我国从 2011 年部署建设社

会信用体系袁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袁社会上还存在诸多不诚信现象袁特别是

一些不良金融平台野跑路冶事件袁极大地打击了科技

金融创新的信心曰二是金融监管的不足与滞后遥 随

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金融的高

速发展袁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袁科技金融发展模

式也有了较大变化袁但目前的监管体系滞后于科技

金融的发展速度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金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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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步伐曰三是科技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遥 我

国虽然有大约 70 多项科技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袁
但尚未有一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以

促进科技金融发展为宗旨的高规格科技金融法律袁
并且现行各项科技金融法律法规之间不成体系且

内容散乱袁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遥
四尧促进我国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借鉴美国和日本科技金融创新的有益经验袁立
足我国自身科技金融发展实际及问题袁应对科技金

融体系进行全方位创新袁重点在科技金融的体制机

制尧产品工具尧中介服务体系尧法律政策体系方面取

得突破袁以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效能遥
渊一冤加强科技金融体制创新

加强科技金融体制创新袁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

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市场

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袁强化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体系

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遥 一方面要推进主板市

场尧创业板市场尧三板市场和场外市场协调发展袁探
索建立创业板的分层管理机制袁推动建立区域性股

权交易市场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创业板

之间的转板机制袁通过准入规则尧交易制度尧交易产

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袁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

资需求曰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 PE尧VC尧天使投资等

风险投资袁[8]大力培育风险投资主体袁由政府设立风

险投资引导基金袁引导风险投资公司建立现代化的

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和专业化

高端人才的加盟袁支持银行尧证券尧保险等金融机构

与风险投资公司开展广泛合作袁 为其提供专业化尧
一体化的服务遥

渊二冤探索科技金融工具创新

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野高风险尧轻资产冶的特

点袁针对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袁量身定制科技金融

产品袁切实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遥 一要

完善对科技项目的审查评估机制袁推出科技信用贷

款袁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袁探索专利权尧著作权尧商
标权尧播放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方式袁引导信贷资金

向科技型企业流动曰二要加快推进科技支行建设试

点袁学习硅谷银行模式袁鼓励科技支行与风险投资

机构建立野投贷联盟冶袁启动野投贷联动冶试点袁风险

投资机构负责项目筛查袁 而银行配合贷款支持袁探
索贷款尧债转股尧认股权证等股权与债权相结合的

多样化融资方式袁允许银行发放科技信贷时可以获

得科技企业的部分股权或认股期权曰三要规范发展

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袁众筹打破了传统融资模式袁成为初创期科

技型中小企业除风险投资之外重要的资金来源袁下
一步要明确众筹法律地位袁控制融资规模袁加强众

筹平台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袁充分发挥其在科技金

融创新中的积极作用遥
渊三冤重视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创新

推动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袁必须高度重视信用担

保体系尧产权交易市场尧科技保险尧资产评估等中介

服务体系的创新袁才能真正破解资金与技术对接难

题袁提高科技金融效能遥 一方面要完善科技企业信

用担保机制袁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

金尧科技企业信用互助担保基金尧知识产权担保基

金等的支持力度袁 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

惠袁吸引社会各类资本的广泛参与袁加快建立健全

再担保体系袁为科技贷款发放提供保障曰在担保期

限尧担保金额尧担保服务等方面探索创新袁满足科技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担保需求袁促进银行尧担保机

构尧 科技企业开展长期稳定合作加强风险控制袁实
行风险共担遥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科技企业产权交

易市场袁加快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交易所袁制定

全国统一的政策和法规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的知识

产权评估体系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袁完善以做市

商制度为主的袁包含集合竞价尧拍卖尧招标尧竞投等

多种交易方式的市场体系袁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市

场的有效嫁接遥
渊四冤推动科技金融法律政策体系创新

实现科技金融创新发展袁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

济中政府的宏观协调与指导作用袁为解决科技型中

小企业融资问题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遥 一要建

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袁通过法律法

规体系明确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与途径袁保护科技

企业的应有权益袁 提高其自主创新积极性和主动

性曰二要创新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袁扩大

风险投资尧创业投资尧信用担保尧科技成果转化等引

导基金规模袁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袁为面向科技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建立利益和风险补

偿机制袁设立完善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尧科技保

险保费补偿基金等袁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曰进一

步完善针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袁如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尧 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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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realiz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with the new e鄄
conomy booming and new economic era coming,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鄄
nance袁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inno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present袁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China still ha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single financing mode, the lag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novation, the immature
technology guarantee system and the imperfect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 fro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next step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in four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instru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mediary servic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legal policy system,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various kinds of financing nee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鄄
tie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backgrou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novation; new economy

使投资人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等遥 三要建立政府与

金融机构尧科技企业之间稳定的联系与合作袁消除

信息不对称影响袁降低科技金融交易成本袁加强凝

聚力袁切实提高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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