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遥 企业能

否顺利获得研发融资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

强度和产出效率[1]遥 作为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袁随着

金融体制改革的渐次推进袁我国金融结构经历的一

系列重大调整是否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深远影

响袁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遥 何国华尧翟淑萍和卢荻

等认为我国银行业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较好的促进

作用袁金融中介的发展显著缓解了高新技术研发投

资约束[2~4]遥 但王珍义等尧左志刚认为我国银行主导

型金融结构形成的垄断国有商业银行抑制了企业

技术创新[5~6]遥 上述研究仅从宏观层面尧采用相对规

模比例指标来检验金融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

用袁 尚未实证分析金融结构调整通过完善资金供

给尧风险转移和公司治理功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遥 鉴于此袁本文将采用金融结构的功能实现程度

而非融资规模比例来测度金融结构调整袁试图为研

究金融结构调整的技术创新效应提供新的视角遥

Merton 和 Bodie 认为金融功能较金融机构更为

稳定袁即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袁金融体系功能较

为稳定袁 但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功能的微观结构形式

将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调整遥 因而相对于直接和间接

融资规模比例指标袁 采用金融功能实现程度作为金

融结构调整的测度指标袁可以更全面尧客观地考察金

融结构调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袁 而不至于囿于

两类金融结构具体组织形式孰优孰劣的争论[7]遥 本

文在理论分析金融结构调整经由融资甄别尧 风险分

担以及公司外部治理共三类金融功能对企业技术创

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袁以我国 35 个工业行业为研究

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袁 以揭示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微观影响机制袁 为进一步完善我

国金融结构袁 从而增强金融体系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的效力提供理论依据遥
二尧金融结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

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尧 信息不对称以及投

资周期长等特征[8]袁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投资不同于一

摘 要院以工业企业研发投资特征为切入点袁在区分行业外源融资依赖差异基础上袁基于金融功能视角测度了我国金

融结构调整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遥 实证结果表明袁经过 1996 年至 2011 年间的调整袁我国现有金融结构通过改善

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袁较好地满足了企业研发融资需求袁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遥但现有金融结构

的公司外部治理功能较弱袁未能有效改善企业研发投资效率遥因此袁现阶段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目标是通过进一步完善商

业银行债权治理功能来促进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投资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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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投资行为袁具有独特的金融服务需求遥 利于企业

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将凭借其资源配置尧风险管理

以及公司治理功能有效降低限制企业技术创新投

资的金融摩擦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强度和效

率遥 图 1 示意了金融结构调整变化经由三类金融功

能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途径遥 总体来说袁金融

结构调整将通过融资功能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投

资资金来源袁通过风险管理功能和公司治理功能影

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强度和效率袁进而影响企业技

术创新产出遥
金
融
结
构
调
整

公司治理功能

风险管理功能

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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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效率

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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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渊一冤融资功能的技术创新效应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大多用于发放从事生

产新知识尧新技术和新工艺等研发活动的研发人员

高额薪酬袁这类投资以人力资本这类无形资产形式

存在袁难以为获得债务融资提供充足的抵押品遥 虽

然银行作为利用负债经营的金融中介机构袁天生具

有保守投资的倾向袁但是银行与拥有专有信息的研

发企业之间能够形成长期业务关系袁银行不仅可以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阶段性关系型融资袁还可以在

项目发展过程中提供稳定的追加融资[9]遥 尽管政府

控制的银行可能并不在意解决市场失灵而更注重

实现政治目标袁但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袁银行主

导的金融结构可以通过汇聚储蓄快速形成大规模

资金袁较金融市场更有力地促进战略新兴行业的发

展遥 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无期限的大

规模权益资金袁而且在其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后可以

削弱强势银行的副作用袁为企业技术研发投资提供

更多的外源融资选择遥 而健全的股票市场则允许具

有不同意见的投资者参与袁从而促使高风险的创新

项目得以实现融资[10]遥
渊二冤风险管理功能的技术创新效应

研发投资具有两类风险院一是研发项目由概念

提出到产生效益需要经历较长的不确定的商业化

过程袁创新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曰二是研发过程

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以及研发投资生产以知识

为特征的无形资产具有的高度专用性袁增加了企业

技术创新投资的风险[11]遥 证券交易市场由于允许投

资者选择与其自身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投资组合袁借助高流动性降低了投资于长期项目投

资的风险袁实现企业研发投资风险的横向分担遥 具

有专业化投资特征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具有收

集和处理丰富专业技术的能力袁因而可以较好地减

弱这类长期投资的风险遥
金融中介一方面可以利用借短贷长尧聚少成多

的流动性创造能力为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提供跨期

风险分担机制袁另一方面则借助金融机构自身专业

化优势筛选研发投资项目袁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同时

提供比股票市场更稳定的资产回报率遥 当市场或市

场参与者不够完备时袁股票市场很难区分换手交易

过程中的流动性需求和投机需求袁此时金融中介也

可以提供横向风险分散功能遥
渊三冤公司治理功能的技术创新效应

银行贷款形成的关系型融资和公司上市融资

形成的保持距离型融资代表了不同的企业外部治

理方式[12]遥银行是行使野代理监管冶的金融中介袁实施

债权治理遥 一方面具有保证存款人固定收益的内在

监管动力袁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和银行间存在长期稳

定的利益联系袁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管理者作出创新

投资这类长期决策遥 银行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成

本优势使其能更全面了解企业的内部研发活动袁解
决分散投资者无法实现的有效监管的困难遥 但是在

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袁强势的银行有可能会与公司

经理共谋袁削弱银行的公司治理效果遥
股票市场使投资既可以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

参与内部管理袁也可以通过野用脚投票冶的方式施压

管理层来实现外部治理遥 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虽然

可以提高流动性和高换手率袁但也会导致投资者以

低成本出售他们的股权袁因而少有激励去投入精力

来监督管理者遥 股票市场的另一个治理问题是其短

视效应遥 在企业公开上市后袁企业虽然获取大量低

成本资本袁但也会面对短视投资者获取短期收益的

压力遥 这种短视效应使经理人牺牲长期投资机会以

确保股票短期回报遥 因而在实现良好股票价格表现

的压力下袁上市公司的经理人会形成对创新这类长

期且收益不确定项目的理性偏见遥 相对于个人投资

者袁机构投资因为拥有更为专业的管理经验袁通过

对经理人职业生涯实施影响而显著影响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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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功能

风险管理功能

公司治理

综合指标

银行体系

金融市场

银行体系

金融市场

银行体系

金融市场

creditt
sto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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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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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t

银行信贷规模

股票市场资本化率

贷存利差

股市成交额

管理费用率

换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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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3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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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t/ spreadt

turnt/overheadcostt

以上各项取第一主成分

表 1 指标定义与描述

创新袁尤其是风险投资等形式的机构投资者持有公

司股权袁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遥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袁决定金融结构类

型的两类融资渠道在促进企业技术研发中发挥的

金融功能各具比较优势遥 随着金融结构的调整袁各
项金融功能的比较优势及其实现程度也将发生相

应变化遥 因此本文将以金融功能视角构建反映金融

结构总体调整变化的指标体系袁实证检验金融结构

各项功能实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遥
三尧实证研究设计

渊一冤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既有相关研究文献袁本文选择创新投入和

创新产出两类指标来测度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水平遥
采用创新投入指标可以考察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

项目的事前甄别和对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筛选能

力袁而采用创新产出指标则可以反映金融结构调整

经由公司外部治理功能实现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的影响遥 渊1冤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 pattern院以行业

专利申请数度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遥 渊2冤企
业技术创新投入 院 为行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取

自然对数袁反映企业创新的资金投入规模遥
2. 解释变量

现有研究基本都采用了 Levine 的方法袁从活跃

程度尧效率尧规模三个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的评价

指标体系[13]遥 但这套指标主要用于国家间金融结构

的横向比较袁难以纵向测度某一个国家金融结构调

整对实体经济的动态影响遥 现有关于金融结构与实

体经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以金融体系两类融资渠

道的总量规模指标为依据袁即采用野狭义冶金融结构

的分析角度袁重点比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相

对融资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遥 在此基础上袁
借鉴 Merton 和 Bodie 的金融功能观构造了金融结

构的功能指标体系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金融

结构的综合测度指标袁以反映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总体作用效果[7]遥 金融结构功能指标体

系中各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遥 在构建衡

量金融功能实现程度的金融结构功能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袁为了反映不同行业外源融资依赖程度对金

融功能作用程度的差异袁使用各项金融功能指标乘

上外源融资依赖指标构成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遥
渊1冤采用 Levine 的方法袁以商业银行对私人部

门贷款与 GDP 之比作为银行体系融资功能代理变

量[13]袁记为 credit遥 以股票市场总市值与 GDP 之比反

映股票市场融资功能袁记为 stock遥
渊2冤风险管理功能代理变量院商业银行通过将

无风险存款转换为具有一定风险的贷款袁在创造流

动性的同时实现了风险从借贷者向商业银行的转

移袁表现为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遥 通常高

风险贷款应由相应较高的贷存息差为风险补偿袁即
贷存息差水平反映了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承担意愿袁
为此本文选取商业银行贷存利差来衡量银行体系

实施风险管理功能的代理变量袁记为 spread遥与金融

中介不同在于袁证券市场通过为具有不同风险偏好

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机会袁及时变现资产提供了便

利袁从而降低了投资者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项目进

行长期投资的顾虑袁实现风险的横向分担遥 借鉴韩

廷春等的思路袁 本文选取股市成交额 value 与 GDP
之比作为衡量股票市场风险管理功能代理变量[14]遥

渊3冤公司治理功能代理变量院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越严重袁则代理成本越高遥 由于我国国有商业

银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袁商业银行的代理成本

反映了银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和效率遥 本文

参照 Ang 的方法选取银行管理费用率作为衡量商

业银行实施公司外部治理的代理变量 [15]袁 记为

overheadcost遥 通常较高股市换手率反映了投资者缺

23



2017年 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5卷 第 3期

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耐心袁表明投资者并不重视

参与公司外部治理以促进企业长期发展而是更为

关注短期股价[16]遥因此袁本文选用度量股票市场投资

者短视程度的股市换手率指标作为股市的公司外

部治理功能的代理变量袁记为 turn遥
渊4冤外源融资依赖指标

在内部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其自身技术创新投

资需求的企业袁外部金融结构的差异对其投资边际

资本成本影响更为显著遥 决定企业外源融资依赖程

度的主要因素有两点院 一是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袁
从初创阶段尧孵化阶段到成熟回报阶段袁企业外源

融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曰二是各行业的要素密度不

同袁其外源融资依赖程度差异较大袁资本密集型的

夕阳产业外源融资依赖程度较低袁而高科技产业则

较多地依赖外源融资遥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金融功能

对不同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袁本文引入行

业外源融资依赖变量袁记为 ed遥
现有研究中外源融资依赖指标大多采用 Rajan

和 Zingales 一文计算的结果遥 尽管该文计算的各行

业外源融资依赖度是采用美国企业数据得出的袁但
他们认为行业技术差异在国家之间基本是相同而

且较为稳定袁因而这一指标数据也可以用于其他国

家的研究中遥 此外袁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对于其

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更为有效袁因而其他国家的依赖

度至少是高于这一指标[17]遥
此外袁卢荻给出了另外一种计算外源融资依赖

程度的方法袁即利用各工业行业累计支出的科学活

动经费与自筹研发经费的差额与科学活动支出的

经费总额之比[4]遥 这种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测算出企

业技术创新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袁但是中国科技统

计年鉴中提供的企业科技经费来源数据包括了政

府经费尧企业自筹经费和银行贷款袁但并未进一步

区分债务融资等其他融资渠道袁因而依据现有统计

数据采用该方法计算的指标可能会低估企业技术

创新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袁 因此本文采用 Rajan 和

Zingales 文中计算方法得出的数据作为各行业外源

融资依赖指标遥
3. 控制变量

渊1冤行业特征变量袁记为 袁表示 年 行

业工业总产值与全国工业总产值之比遥 渊2冤政府对

各行业技术活动的拨款的对数袁记为 遥

渊二冤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我国工业企业的行业层面数据袁运用

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袁首先考察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综合作用效应袁然后分别研究金融结构

调整经由金融功能实现对不同行业企业技术创新

活动的影响机制遥 本文的计量包括两个部分遥
专利申请数对金融结构调整指标的回归计量

模型为袁以专利申请量为解释变量袁引入金融结构

调整变量袁由回归方程变量指标系数判断金融结构

调整过程中三类金融功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

作用方向及效应程度遥 虽然对于离散的非负整数型

的解释变量可以运用传统面板回归方法进行建模袁
但采用泊松计数面板回归模型更为合适遥 采用计数

模型对离散的专利数据进行回归的前提假设是袁专
利数的期望值是金融结构调整变量与外源融资依

赖交叉项以及控制变量的指数函数袁具体模型设定

形式为院
渊 | 伊 冤=exp渊 + 伊 + 1 冤

渊1冤
以 表示 i 行业 t 期申请的专利申请数遥

伊 为外源融资依赖指标与金融结构总体指标的

交叉项袁以综合反映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遥 为反映行业特征的控制变量遥
通过引入两类融资渠道的金融功能指标可以

对渊1冤式做进一步扩展袁以分别考察金融结构调整

过程中金融功能对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差异院
渊 | 伊 冤=exp渊 + 伊 + 1 冤

渊2冤
其中 是代表金融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同金融

功能变化的指标向量袁外源融资依赖指标与金融结

构调整指标构成交互项 伊 遥
检验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对金融结构调整变量

的回归计量模型为袁在引入行业外源融资依赖程度

指标的基础上袁分别以行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和研

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袁金融结构调整指标代理变量

和两类融资渠道变量为解释变量袁检验金融结构调

整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支出中发挥的作用遥
= 1 伊 + 2 + 3ln + + + 渊3冤

其中袁 为各行业技术经费支出遥
渊三冤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专利申请量尧研发投入等创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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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pattern RD pattern RD pattern RD

ed伊fs1

ed伊fs2

ed伊fs3

industry

lngov

_cons

N
R2

adj. R2

0.169***
(13.42)

25.12***
(351.47)
0.934***
(556.21)

559

2.360***
(4.27)

19.84***
(6.91)

0.462***
(7.78)

1.926***
(9.42)
559
0.669
0.667

0.00128***
(124.32)

24.78***
(343.64)
0.834***
(461.03)

559

0.00132**
(3.08)

21.32***
(7.51)

0.473***
(7.73)

2.423***
(18.90)
559
0.655
0.653

0.00813***
(281.97)
24.60***
(333.02)
0.808***
(461.71)

490

0.000175
(0.22)

22.87***
(6.75)

0.457***
(7.10)

2.524***
(18.22)
490
0.610
0.608

表 3 金融结构调整功能指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数据取自各年度的叶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曳遥 金融结构

中相关指标原始数据均取自叶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

展数据库曳2013 年第 16 版遥各行业总产值和工业总

产值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各年 叶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曳遥 由于我国行业分类标准在 2002 年发生变

化袁为了保证数据连续性和口径统一袁本文在删除

了木材及竹材采选业尧食品加工业尧其他制造业与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后袁 共取 35 个行

业袁各行业企业的统计范围是大中型工业企业遥 在

统计时间范围上虽然专利统计数据最早可以追溯

至 80 年代袁但是我国行业总产值数据在 1996 年以

前没有提供详细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统计数据袁世行

的部分金融功能指标变量起始统计时间为 1996
年袁因此本文样本的时间范围是 1996要2011 年遥

四尧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 OLS 估计模型进一步采用 Hausman 检

验袁结果显示更适用使用固定效应遥 模型的估计结

果如表 2 至表 3 所示遥 表 2 是企业技术创新指标对

金融结构调整综合指标与外源融资指标交叉项 ed伊
fs 的回归结果袁 反映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总体效应遥 企业专利申请数 pattern尧企业技术

创新投资额 RD 对 ed伊FS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袁
反映了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总体上促进了企业技术

创新遥模型 1 描述了企业专利申请数 pattern 对金融

结构调整综合指标的回归结果遥 其中袁专利申请数

对外源融资依赖程度指标与金融结构调整指标的

交叉项 ed伊FS 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正值袁表明依据

各行业专利申请数考察袁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

技术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总体促进作用遥
表 3 中的模型 3 到模型 5 分别描述了金融结

构调整过程中袁资金供给功能 fs1尧风险管理功能fs2尧
公司治理功能 fs3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遥 其

中,渊1冤 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pattern 对三类金融功能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袁说明金融结构调整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正效应曰渊2冤企业技术创新投

资额 RD 对融资功能 fs1尧 风险管理功能 fs2 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袁对公司治理功能的回归系数为正但

表 2 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总效应

1 2
pattern RD

ed伊FS

industry

lngov

_cons

N
R2

adj. R2

0.084***
(9.64)

25.15***
(352.14)
0.936***
(559.06)

559

1.670***
(4.19)

19.95***
(6.98)

0.463***
(7.79)

2.716***
(23.31)
559
0.667
0.666

注院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值曰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水平下显著曰表 3 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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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遥 上述实证结果反映了我国金融结构调整通

过资金供给和风险管理功能显著促进了以专利申

请量和研发投资额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和

投资袁但资本市场通过公司治理功能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投资效率的作用并不显著遥
五尧结论与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

和实施袁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快速发展的资本市

场是否有效促进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袁但现有研究

结论出现了较大分歧遥 客观测度我国改革以来金融

结构调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袁对于探索我国金

融结构未来调整路径有着重要意义遥 由于创新活动

具有高风险等特征袁造成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困难的

金融摩擦因素有院缺乏抵押资产尧收益高风险和信

息不对称遥 而金融结构调整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功能

实现消减金融摩擦遥 本文在基于金融功能观视角进

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袁 利用我国 1996要2011 年间

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企业技术

创新的效应袁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用机制遥 研究发

现袁我国近年来的金融结构调整显著促进了企业技

术创新遥 其中袁金融结构调整通过改善资金供给尧风
险管理功能的发挥有效缓解了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短缺问题袁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袁但金融结构

调整尚未通过改善公司外部治理功能显著地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效率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的作用有限遥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袁在探索未来我国金

融结构调整的方向时袁不仅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规

模袁构建均衡的融资结构以保障技术创新的资金投

入遥 还应注重通过金融结构调整改善金融体系的外

部公司治理功能袁在保障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水平的

同时袁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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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y-Innova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hina
要要要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Financial Function View

GAO Zhi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djustments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regarded characteristics of R&D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financial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 by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risk sharing and funding, financial structure adjustment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during 1996-2011 in China, but the weakness of governance function of bank constraints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ncial structure; finan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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