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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我国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地调研，运用因子

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发展现状、影响融资需求的不同因素加以深入分析，并从科技型

中小企业自身、金融机构、政府政策三个层面为其未来发展与融资决策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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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家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的

通知》，在全国各省市、地区所提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方案的基础上，选定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武汉市在内的16个地区为首批试点地区。武汉市政府在推进该专项工作

的过程中，陆续出台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试点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武汉市科技型企业保证保险贷款业务操作办法》

《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操作办法》等相关鼓励政策。在结合武汉市自贸区建设工作的基础上，科技型

中小企业在武汉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融资瓶颈的存在、生

存环境的差异、社会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等多方面问题，导致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滞后，从而阻碍了武汉

市科技产业体系的升级改造，制约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本文以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为调研对

象，基于所得数据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融资需求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及融资现状

（一）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概况

截至2018年12月，已有逾1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落户武汉市自贸区。随着武汉市自贸区的不断建设

发展，企业数量仍在不断攀升。根据武汉市自贸区地税局和工商局对2017年自贸区科技型企业年度销售收

入和行业分布信息的统计结果可知，从企业年度销售收入情况来看，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态势

较为均衡，且以小规模企业为主体。另外，目前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行业分布差距不大，各行业均

有部分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分布最集中的属于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三个行业。据武汉市知识产权

局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武汉市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23243件，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达8444件，其中武汉

98



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申请比例达17.3%，授权比例达18.7%。由于武汉市自贸区刚刚起步并且还在不

断扩张阶段，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武汉市自贸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将逐步成为武汉市科技创新能

力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自贸区也将成长为体现武汉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标志地域。

（二）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1. 融资渠道狭窄

武汉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最主要的两种融资渠道是外源性融资和内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主要是

企业留存收益、企业创始人个人财产投入以及企业员工集资等，而外源性融资则是外界资金以直接或间接

等方式流入企业。由于内源性融资成本较低，所以被很多处于初创期以及成长期的企业所选择。但科技型

中小企业在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时仍需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外源性融资就显得尤其重要。目前，多数科技型

中小企业仍属于高风险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死亡率很高，扩张外源性融资总量与渠道比较困难。

2.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武汉市自贸区现在还处于搭建框架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优惠还未释放，社

会化服务体系也尚未完善。目前自贸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暂时只能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及“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当前对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力度仍显不够。

3. 融资新模式构想正在形成

根据自贸区的建设目标，未来将逐步推进实施科技金融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等4类措施共50项事

项。具体措施有支持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金融新业态；开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和专

利保险，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建设光谷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打造光谷“资本网店”，促进投融资信息对接；发布

“光谷科技金融指数”，提升光谷科技金融影响力等等。这些举措的规划与逐步实施正是武汉市自贸区的独

特优势所在，它能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探索融资新模式，减缓其融资压力。

二、调研设计与基本情况分析

（一）问卷设计

本文调查问卷的标题为“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对象锁定

为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调查问卷的内容分为企业发展现状、企业经营状况、企业融资方式选择、

企业对融资机构的态度与看法共四个板块，以便受访者迅速知道问卷题目的调研目的。问卷所设计的问题

简明扼要，能让受访者迅速理解问卷调研的内容，避免了因不清楚问卷题目而产生排斥或拒答的现象。

（二）调研方法

此次调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实地采访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较小成本约束条件下能够获得具有

代表性的样本群体，符合本文的调研目的。在本次调研中，目标问卷发放量为 300份，实际发放问卷 297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68份，有效率大于90%，在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选择上没有严格要求，

这使得本文的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次调研实地走访了32家企业，通过自贸区地税局的企业群线

上发放问卷265份。

（三）调研结果

1. 企业发展现状

（1）企业的发展阶段情况

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处在成熟期发展阶段的占比为13%，处在创业期阶段的占比为38%，处

于成长期发展阶段的占比接近一半，这说明目前发展阶段处于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偏少，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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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仍处在创业期以及成长期。创业期以及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自身资金短缺的问题，存在

着较强的潜在融资需求。

（2）目前企业资金状况

目前武汉市自贸区资金宽裕的企业数量不足10%，通过走访发现，资金紧张的企业基本上集中在创业

期和成长期，而即使是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也有少部分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武

汉市自贸区 92%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近三年都有过融资经历，各类融资已成为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手

段。同时通过数据对比可知，近三年没有过融资经历的企业都集中在成熟期发展阶段，这说明处于创业期

以及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更大的融资需求。另据调研数据显示，58%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

业选择了银行贷款，32%的企业选择了私人借贷，其他融资渠道占比极低。这说明科技型中小企的融资渠道

选择比较保守，对现在新兴的融资方式缺乏了解，其融资渠道选择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等传统金融方式。

2. 企业经营状况

（1）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比例

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比例在51%~75%之间的有四成以上，26%~50%之间的有

三成以上，76%~100%之间的企业数量近两成，而技术研发投入比例在25%以下的企业仅占8%。由此可见，

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所得主要用于技术研发。

（2）企业的管理成本比例

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管理成本比例在 26%~50%左右的最多，企业数量接近一半，其次是

51%~75%、0~25%之间的各接近三成，51%~75%区间的企业数量居多。从数据可知，管理成本比例在25%以

上的企业数量达到78%，这说明除技术投入以外，企业的管理成本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企业资金。

（3）企业年度销售回款率

近五成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年度销售回款率处在51%~75%之间，能达到年度销售回款率

在76%~100%之间的有四成，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企业的融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销售回款的不及时，这

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回款率的较大差异导致的，回款率越低就代表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差，由此可见，大部分科

技型中小企业需要提高销售回款率，从而缓解融资压力。

（4）企业年度资产负债率

七成左右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5%以下，近三成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5%~
50%区间，而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上的企业仅有2%，这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可抵押资产少的情况。

3. 企业对融资活动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1）企业对目前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认知

据调研数据显示，39%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认为目前银行贷款利率虽然较高，但可承受，而

37%的企业则认为目前银行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明显偏高，很难承受，只有约两成的企业认为水平适宜，可以

承受。而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大小、不同行业门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利率的承受

能力不同。因此，虽然七成多的企业都认为银行贷款利率偏高，但承受结果有较大差异。

（2）企业对贷款利率合理水平的期望

据调研数据显示，八成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接受的贷款利率范围在5.1% ~ 10%之间，

12%的企业能接受贷款利率范围在10.1% ~15%之间，由此可见企业能接受的贷款利率临界值在15%左右。

（3）企业最看重融资机构的优势

企业普遍看重融资机构的利率、资金到位及时性、抵押担保要求、手续简化程度四个优势。调研数据表

明，将近七成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最看重融资机构的利率，20%的企业最看资金划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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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据调研数据显示，贷款利率和费用高，无法承受、手续繁琐、资金到位不及时是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

小企业贷款过程中最为普遍的困难，有四成以上的企业选择了这三点，其中选择资金到位不及时的企业最

多，为47%。另外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抵押不足、找不到担保人也是企业贷款过程中较为普遍遇到的困难，

分别占21%、27%、13%。

三、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深挖数据，以分析影响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准确因素，本文基于问卷描述

性分析结果，建立包括企业发展阶段、资产负债率、销售回款率、资金流动率、技术研发投入比例、企业管理

成本比例、政府政策法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行业背景、融资渠道、贷款利率、金融服务便捷性共12个影响

因素在内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

（一）建立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

为尽可能保留原始数据信息，在诸多变量中选出典型性因子，为减少变量个数，达到降维目标，采用主

成分分析法将联系比较密切的变量归为一个因子，最后得到的少数几个潜在因子能反映大部分原始信息。

本文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结果结合采访手记的内容，确定了12个“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影响

因素的解释变量，这使得分析的复杂性有所增加，为了简明扼要地分析观察指标，我们对12个变量做探索性

因子分析，对应表达式如下：

Y1 = b11F1 + b12F2 +⋯⋯+ b1，12F12 + c1
Y2 = b21F1 + b22F2 +⋯⋯+ b2，12F12 + c2
⋯⋯
Y268 = b268，1F1 + b268，2F2 +⋯⋯+ b268，12F12 + c268

其中，Y 代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总评估，F1、F2、F3⋯⋯F12 为12个公共因子，也是12个自

变量，bij 代表因子载荷，ci 则是特殊因子（包括随机误差）。

1. 因子分析描述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贷款利率”、“资产负债率”、“技术研发投入”均值较低，均在6.0以下，而其他变量的均

值均在6.0-8.0之间波动，且较高。“企业发展阶段”、“企业行业背景”标准差分别为1.342、1.263，相对较大，

其余指标的标准差均在0.2到0.5之间浮动，由此可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小。

表1 描述统计量

解释变量

企业发展阶段

融资渠道

政府政策法规

市场竞争压力

贷款利率

企业管理成本比例

企业行业背景

金融服务便捷性

资产负债率

技术研发投入比例

资金流动率

销售回款率

有效的N（列表状态）

统计量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均值

6.19
6.75
7.89
7.83
5.31
6.94
7.50
6.42
5.78
5.61
6.53
6.44

标准误

1.342
0.291
0.232
0.227
0.333
0.425
1.263
0.291
0.465
0.467
0.413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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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度分析

在正式进入因子分析前，本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筛选整理，将最后的统计结果输入SPSS系统。首

先需要对其做出效度分析，即有效性分析，从而判断原有变量是否适合用于因子分析。

选择进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Meyer-Olkin）和KMO检验（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
pling Adequacy）。KMO的统计量取[0,1]之间的值，变量间存在越强的相关性，则KMO的值越接近于1,其原

有变量越符合做因子分析的条件；变量间存在越弱的相关性，则KMO的值越接近于0，意味着其原有变量越

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0.682
262.086

66
0.000

由表2可以看出，KMO的取值是0.682，大于0.5，较为接近1，说明数据结果能进行因子分析，只是其质量

还有待加强。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值是 262.086，其自由度为 66，且 sig值是 0.000，说明显著性概率小于

0.01，即结果显著，从而也证明了数据之间相互联系，有共性影响，符合做因子分析的条件。

3. 信度分析

数据的可靠性可以通过信度系数进行检验，本文对调查问卷以及采访手记的统计数据进行α信度检验，

从而通过信度检验结果进一步判断数据是否可靠。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0.732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0.721

项数

12

据表3显示，观察到信度系数是0.732，接近于1，说明所有指标的信度结果较好，数据较为可靠，因此可

以正式对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因子分析。

（二）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联系比较紧密的因子进行归类，从而可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

计算。由于未旋转的成分或因子的因子载荷量误差比较大，为了提高因子载荷效果，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

(varimax)对成分或因子进行旋转。

因子的数目没有精确的定量方法，但是根据表4和表5，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主成分分析，最后产生了3
个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主因子，有73.071%的载荷被这三个主因子所解释。可以看作影响科技

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12个指标，线性组合了上述的三个提取的主因子。

表4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1
2
3
4
5
6
7

初始特征值

合计

4.574
2.885
1.309
0.860
0.596
0.487
0.383

方差的 %
38.114
24.044
10.912
7.167
4.968
4.056
3.190

累积 %
38.114
62.158
73.071
80.238
85.205
89.262
92.452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4.574
2.885
1.309

方差的 %
38.114
24.044
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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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0.304
0.230
0.197
0.101
0.073

2.535
1.919
1.641
0.843
0.610

94.987
96.906
98.547
99.390
100.000

表5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1
2
3

提取平方和载入

累积 %
38.114
62.158
73.071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3.490
2.692
2.586

方差的 %
29.086
22.437
21.548

累积 %
29.086
51.522
73.071

观察图1碎石图的结果，可以发现，产生了3个提取的主因子，且其特征值都在1之上。

图1 碎石图

而从表6可以看到所有指标在三个提取的主因子上的载荷。未旋转的成分矩阵显示出了未旋转成分或

因子中的每个变量的因子负载量。每行表示作为3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的系数（比例）的独立变量。

表6 旋转成份矩阵

解释变量

企业发展阶段

融资渠道

政府政策法规

市场竞争压力

贷款利率

企业管理成本

企业行业背景

金融服务便捷性

资产负债率

技术研发投入

资金流动率

销售回款率

成份

1
0.125
0.113

-0.157
-0.228
0.221
0.794
-.036
0.272
0.825
0.896
0.774
0.740

2
0.837
0.692
0.243

-0.061
0.777
0.057
0.052
0.796
0.325
0.165
0.129
0.240

3
-0.037
0.188
0.848
0.834

-0.131
-0.104
0.934
0.256

-0.147
0.021

-0.373
-0.078

注：旋转法是指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且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表4 解释的总方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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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相关因子

从图 2旋转空间中的成分图可以观察到，主因子一包含有 5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销售回款

率”、“资金流动率”、“技术研发投入比例”和“企业管理成本比例”。根据5个因子的共性联系，可以将第一个

主因子命名为“企业生产经营因子”。主因子二包含有3个变量，分别是“政府政策法规”、“市场竞争压力”和

“企业行业背景”，根据3个因子的共性联系，可以将第二个主因子命名为“企业外在环境因子”。主因子三包

含有4个变量，分别是“企业发展阶段”、“融资渠道”、“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便捷性”，根据4个因子的共性

联系，可以将第三个主因子命名为“企业融资决策因子”。

图2 旋转空间中的成分图

对三个提取的主因子再次进行信度分析，从而判断结果是否可靠。从表7可以看到企业生产经营因子、

企业外在环境因子、企业融资决策因子的信度系数都在0.5之上，这说明三个主因子内部相容性较好，主成

分分析结果可靠。

表7 可靠性统计量

主因子

企业生产经营因子

企业外在环境因子

企业融资决策因子

Cronbach's Alpha
0.579
0.525
0.542

项数

3
3
3

通过表8中因子及题项得分情况可以观察到，企业融资决策因子、企业外在环境因子、企业生产经营因

子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且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越差，企业融资需求越大；企业

外在环境越恶劣，企业融资需求越大；企业融资决策越困难，企业融资需求越大。而在三个提取的主因子

中，企业生产经营因子贡献值最高。由最后的因子得分结果可以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企业生产经营因

子、企业融资决策因子这两项的要求最高。本文认为，这是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制于自身内在条

件的约束以及融资决策是否顺利开展，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升级和转型阶段，故其融资需求对企业

生产经营因子和企业融资决策因子较高。

表8 因子及题项得分分析

因子名称

企业生产经营因子

企业外在环境因子

题项

资产负债率

销售回款率

资金流动率

技术研发投入比例

企业管理成本比例

政府政策法规

市场竞争压力

企业行业背景

题项平均得分

4.2135
4.8926
3.9697
4.7896
3.8754
3.9486
4.1432
3.7201

因子平均分值

4.34816

3.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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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决策因子

企业发展阶段

融资渠道

贷款利率

金融服务便捷性

4.6728
3.8681
4.4651
3.7876

4.1984

（四）实证研究结论

由于指标较多，本文把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影响情况的12个解释变量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和主成分

分析提取出三个主因子，分别是“企业生产经营因子”、“企业外在环境因子”、“企业融资决策因子”。这说明

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因素主要是这三个因子，且从碎石图等图表中可以观察到12个解释变量的

特征值表现，其距离相差不远，即12个解释变量指标都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再由

上述分析可知，在这三个因子中，“企业生产经营因子”的分值最高，平均分值为4.34816，表明这是科技型中

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即便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在环境较好、融资决策较便利，但其融

资需求仍然对相应的企业生产经营要求较高。这也说明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般性融资需求主要来源于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实际的调研走访过程中，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是技术研发投入比例和销

售回款率，这两者相应地在得分中也显示最高，分值分别为4.7896、4.8926。
其次是“企业融资决策因子”，平均分值为4.1984，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受企业融资决策的困

难程度较大影响。该因子包含企业发展阶段、融资渠道、贷款利率、金融服务便捷性4个题项，其中企业发展

阶段的得分最高，分值达到了4.6728。这说明企业处在创业期、成长期还是成熟期对其融资决策影响最大，

从而相较另外三个题项，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再次是“企业外在环境因子”，分值为 3.9373，其所包含的 3个题项中市场竞争压力得分最高，分值为

4.1432，说明市场竞争压力对企业外在环境的影响最大，市场竞争压力越大，企业的融资需求越迫切。另两

个题项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外在环境，这说明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能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融资需求。

综上，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解释了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为本文提出解决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建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支撑作用。

四、提升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企业自身层面

1.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企业成长与收益回报都是以其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知

识产权为支撑。从调研数据来看，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首先，当

前自贸区内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层级较为扁平化，这使得企业内部信息流动速度很快，有利于提升管

理效率，但主要领导层要么是技术人员出身欠缺管理能力，要么是以管理能力见长而对技术理解不足，对科

技型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缺乏全面考量，优化管理层人员结构势在必行；其次，企业应在可获取融资的支持

下，将资金经费尽可能向研发部门投入，丰富研发方向，增强研发人员实力，以使其能不断跟进全行业技术

创新的前沿水平。

2. 加强人力支撑体系建设

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打造企业专属的人才发展平台，加快人才

队伍建设。目前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高科技人才短缺、尖端人才流失率居高不下的问

表8 因子及题项得分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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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企业应通过提升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员工激励制度、落实员工知识技能的培训、建立标准化的绩效考核

流程等举措，从而倾力加强人力支撑体系的建设。该体系的建设能减少企业对外部人才和技术引进的投

入，从而有助于减少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减轻融资瓶颈。

3.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是衡量企业发展风险的重要因素，优化企业管理制度结构在降低经营风险的同

时，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助力企业发展。而优化企业管理制度结构的本质就是实现产权制度的多元化和

社会化。目前在武汉市自贸区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受困于传统僵化的家族式理念，不能满足市

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而形成了种种获取融资的障碍。这些企业应着力推动管理制度不断向现代化、专业

化的方向转型，逐渐将企业实际经营管理由家族成员转向职业经理人团队。通过构建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

体系，以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形成相互制约的分权架构，以此提升企业经营事项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建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科学管理制度，就能大大提高内部资金运转效率，节省部分管理成本，一定程

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

4. 加强企业品牌建设

目前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数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这两个阶段是企业打造自身品牌的黄

金时期，品牌的成功塑造有利于企业在社会上建立良好的美誉度，增强与周边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互信程

度。通过加强企业品牌建设，企业自身与产业链中的各供应商可向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在产业联盟中，企

业的销售回款率会有效提高，资金回笼能力增强，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大大提升，并且在产业联盟规模化的发

展中，企业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实力会稳步上升，市场竞争压力得到缓解。

（二）金融机构层面

基于本调研所发现的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应着力创新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模式与途径，近年来“投贷联动”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在国内不同

地区的试点工作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武汉市应在所出台《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试点银行开展投贷联

动业务的意见》的基础上，深化与强化构建银行机构与科技产业园区结合的投贷联动体系，鼓励国家开发银

行湖北省分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汉口银行等试点银行在该项业务上的创新尝试。

1. 优化“投贷联动”模式

基于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我国《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本文建议“投贷联动”模式

的最优设计方案为，自贸区内各科技园区以建立科技发展基金为纽带，先从银行机构获得政策贷款，而后在

对园区内优质企业予以遴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股权投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银行对项目申报

企业的内部与外部情况、财务数据做全面深入的调查，所遴选出的企业作为平台发展基金的支持对象。在

构建园区平台发展基金的形式上，建议以科技产业园为发起人建立有限合伙制度。此外，科技发展基金还

可以武汉市政府作为另一主要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并将其与社会资本聚拢起来。这一模式能有

效地将政府资金、银行贷款、园区平台与社会资本联动起来，聚力为一体。同时，在科技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园区平台还可请求政府下属企业为其提供担保增信功能。

2. 提供定制化的融资产品

银行机构需要结合目标企业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充分组织行内相关业务部门，为企业量身打造定制化

金融产品，以涵盖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通常来说，科技型企业会在初创期、成长期和稳定期的

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为了更好地服务与企业的融资活动，银行需要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

而设计更加合理与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

企业初创期中融资需求相对较大，在经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例如产品生产、广告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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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市场开拓等等。在该阶段中银行可采用分期投资的方式注入投贷联动资金。

成长期中企业已初步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相当一部分该阶段企业已表现出一

定的盈利能力，但同时这一阶段中企业融资需求通常会进一步增加。该阶段中，产业园区与银行应紧抓机

遇，筛选优质潜力企业，加大资金注入力度，以期获取丰厚盈利。

稳定期中企业已在市场和行业中具有了较强的竞争优势，经营活动已能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下，企

业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无论是园区投贷联动项目，还是私募与风投资本都已渐渐退出。

（三）政府层面

1. 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

在上述分析的企业发展各个阶段，目前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远少于稳定期企业。

基于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所得税政策规定下，纵使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能维持相对稳定的

发展，但其盈利能力还未凸显，税额贡献比例也并不高。因此，对于前两个发展阶段中的中小企业，武汉市

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以免收或减收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对于稳定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更侧

重关注优化调整其税收结构，进而为企业经营与发展带来更强的激励效应。例如，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中坚

力量是拥有技术能力的研发人员，企业往往会通过对其提供科研成果分红加以激励，可考虑将分红收入的

部分予以更优惠的个人所得税。

2. 提升税收政策精准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具有极为鲜明行业特征的行业领域，近年来整个产业的发展受到高度关注与大力

扶持，武汉市相关部门应针对此类企业制定个性化的税收政策，政策内容应能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其他类

型企业形成明确分类，避免“政策借用”对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相关部门应保证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能“常用常新”，确保政策连续性，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安心发展。

3. 增加税收优惠税种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占比较高，其能从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上所得裨益不大。在现行税制规定下，企业所得税是一种直接性税种，通常是企业经营出现获利之后

而计收。武汉市政府应考虑为间接性税种提供更多优惠措施，特别在企业经营活动发生应税行为后计收的

增值税，目前的增值税政策是凭发票抵扣制度，智力投入一般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可允许企业的

智力投入按一定比例扣除，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参考文献：

[1] 岳宇君,胡汉辉.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政策传导机制及博弈分析[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4):105-116.
[2] 张英杰.科技型中小企业互联网众筹融资现状及对策——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7，(1):82-87.
[3] 陈燕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7.
[4] 孔海文.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研究[J].北方经贸,2017，(2):136-137.
[5] 李莉,吕晨,高洪利.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平台建设[J].中国流通经济,2015,(12):99-105.
[6] 刘霞,严莉萍,姚勇,余建国,吴田.湖北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问题和发展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2015,(20):33-34.
[7] 徐滇庆.后危机时代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本[J].会计之友，2014，（8）：56-57.
[8] 董彦玲.基于财务视角的小微企业面临的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4，（30）：23-25.
[9] 朱未萍,许伟.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通讯，2013，(11):11-12.
[10] 曹凤崎.国内创新型小微企业研究述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38-40.

（责任编辑：刘同清）

刘 畅，蔡佩瑶，邢黎平：武汉市自贸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研究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