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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何提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

均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认为现有补贴政策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

愿，但未能激发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本文从现有研究结论出发，通过构筑政府补贴促进

企业创新的系统框架，从理论上剖析政府补贴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矛盾关系及

其关键点，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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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

1912年提出，该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也在哲学上展示出创新的实质及丰富内

涵。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不仅在新发展理念中居

于重要地位，而且成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

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适应新发展阶段

和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产

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成为政府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尽管从理念上和价值上全

社会对创新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创新毕竟具有

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从事创

新面临较高的风险，尤其是原创性创新投入大、周

期长、风险高，具备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并

不是太多，这就需要发挥政府补贴作为“有形之手”

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增强抵御创新风险的能力。

从政策实践看，政府补贴最初用于稳定物价和

弥补企业亏损。20世纪 90年代以来，政府补贴逐步
成为产业政策调控的手段之一，广泛采用支持企业

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思考

和探索如何真正发挥政策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一方

面，学者们围绕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

应开展了大量研究，认识到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

效果不理想，但对其原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不够深

入。政府部门也在探索如何提高补贴政策效应，如

从事前到事后，采取竞争方式择优补贴对象等，但

政策效应依然差强人意。因此，系统全面认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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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政策效应，探寻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价值。基

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从理

论层面构建分析政府补贴政策效应的系统框架，剖

析存在问题和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政府补贴政策支

持企业创新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现有研究取得的共识是，政府补贴政策主要通

过发挥“杠杆效应”和“信号效应”来增加企业的研

发投入。一是“杠杆效应”。政府补贴政策有助于推

动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支出，有效改善企业研发投入

不足的问题（Griliches，1980；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6），小企业表现尤为明显（Lach，2002；Gerhard et
al.，2004）。政府补贴政策激发出技术创新投入的乘
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发展初期的研发资

金瓶颈（周亚虹等，2015）。对澳大利亚、意大利、德
国等国家的实证检验均支持了这个观点（Streicher，
2004；Oliviero，2011；Bjor et al.2012）。从撬动的杠杆
看，Almus和 Czarnitzki（2003）发现，公共资金每增
加 1个百分点可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4个百分
点。Streicher（2004）采用澳大利亚的数据检验发现，
1欧元的公共资金可以激发 0.4 欧元的企业内部
研发投入。对我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表

明，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显著，且随着工业化程度

的提高，政府补贴的杠杆效果越来越好（廖信林

等，2013）。二是“信号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多数时
候并不具有普惠性，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本身

就意味着对企业研发能力的肯定。政府补贴相当

于释放出有利信号，代表得到政府补贴的项目或

企业受政府重点关注且市场潜力巨大、品牌信誉

良好，有利于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从而

提 升 企 业 资 金 保 障 能 力 （Meuleman and
Maeseneire，2012）。

（二）政府补贴效应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

什么样的补贴强度才能最有效促进创新也成

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毛其淋、许家云（2015）认为，
对产品创新的政府 补贴 强度 最优区 间 是

[0.0009，0.0399]，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抑制企业
的产品创新。对研发投入杠杆效应的政府补贴强度

为[0，0.0214]时补贴效率最高，此时补贴强度每提高
1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将增加约 26.58个百分
点，在补贴最优区间内，对民营性质、东部地区和高

端制造业行业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更

高（张辉等，2016）。路春城、吕慧（2019）采用制造业
上市公司数据得出的补贴强度最优区间为

[0，0.0211]，与张辉等（2016）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2005年-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非
常接近。张杰（2020）基于 2008年-2014年全国企业
创新调查数据库的企业数据，首次提出政府创新扶

持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总体上呈现出

显著的 哉型关系激励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创新补贴
的规模必须达到一定临界值才会对企业创新投入

产生挤入效应，否则就是挤出效应。

（三）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受到诸多

条件制约存在不确定性

现有研究认为补贴政策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创

新产出，受到诸多条件制约。一是企业现有的研发

资本存量和人员投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

业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政府研发补贴（白俊红、李

婧，2011）。二是政府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
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促

进效果更明显（杨洋等，2015）。对国有企业而言，补
贴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曹平、王桂军，2018）。逯东、朱丽（2018）认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受支持企业的创新，但这一

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

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三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

视角考察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政府补贴政策

对其研发创新存在显著激励效应，对成长期和衰退

期企业的影响较小（童锦治等，2018）。在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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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

明显大于创新质量。学者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政府补

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当

违规风险较低时，企业会策略性地满足政策门槛，

获取政策扶持，获得更多财税补贴，却未必会真正

开展创新或开展技术难度更大的实质性创新。杨国

超等（2017）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会计科目调整或
实际业务活动操纵增加研发投入以满足相关标准

获得更多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但这并不能提高企

业的创新产出。邢会等（2019）提出科技投入、人才
投入和信息服务等供给面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用

户补贴、价格指导、应用示范等需求面产业政策促

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而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金

融支持和知识产权等环境面政策却诱发了企业迎

合性创新。

（四）政府补贴政策因规模问题和资源错配对

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现有研究认为政府补贴政策会对企业创新产

生抑制作用。一是“挤出效应”。政府补贴会使私人

资金从原有预支中挤出，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规模

时，继续增加补贴只会挤出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

抑制了企业创新（Boeing，2016）。二是“供求效应”。
政府补贴会扩大研发要素需求，在供给不变时导致

企业研发成本上升，降低企业研发积极性，导致企

业研发支出减少（Lach，2002）。三是“诅咒效应”。政
府补贴的“信号效应”会给鼓励性行业带来信贷、税

收、财政补贴、土地、IPO融资等资源，大量资金和企
业进入，出现产能过剩、资源浪费（Brollo et al，
2013），降低企业创新激励和整体创新效率。四是
“资源错配效应”。由于政府补贴存在一定的选择

性，当生产要素从低政策支持力度但高生产率的企

业流向高政策支持力度但生产率相对低一些的企

业时，就产生了资源错置（张龙鹏、汤志伟，2018）。
综上，政府补贴政策在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方

面作用明显，尤其是事前补贴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研

发支出，但这种增强效应更多地激发了技术含量偏

低的策略性创新，而对于真正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增加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却差强人意。当存在信

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时，政府补贴政策甚至可能扭

曲或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能

力。但专家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政府补贴对企

业创新的效应，未从整体上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创

新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因而难以提出系统性的解决

思路。

三、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

理论分析

（一）系统认识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辩证

关系

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是涉及到政府、市

场和企业的复杂系统关系。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手

段，政府补贴政策的目标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提

升全社会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企业则

是通过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获取更多利润，

因而企业有着内生的创新需求，但创新能否持续，

还要取决于创新转化为企业市场占有能力和企业

利润的提升。从内在逻辑和利益角度看，政府和企

业在创新上存在辩证关系：既具有统一性，即两者

在创新发展上都能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也有对立

性，那就是在达致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的利益并非始

终一致，补贴政策的引导激励并不必然会转化为企

业真正的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政策效应的大小。“效应”是从政策作用对象

视角观察和评判政策效果，重在“应”字，也就是企

业在政府补贴政策面前如何应对，如何反应以及应

对和反应的程度等。形式上看，政府补贴政策对促

进企业创新可能存在效应，但必须看补贴政策的引

导激励能否真正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为本身及其结

果，如果是，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创新，补贴政策效果

相应得到实现。反之，补贴政策目标就难以实现，政

策就难以奏效，补贴资金的效果也就会打折扣甚至

无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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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具备了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
要素并有效利用，开展研发、试验取得创新成果并进行转化的能力。

图 1 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系统框架

（二）准确理解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

应的内涵

从统一性角度看，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具有一

致性，政府补贴政策目标的实现与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和有效创新产出的增长是内在的、一致的。政

府补贴政策的目标和效果不取决于政策本身，而是

决定于企业创新行为及其结果，只有企业响应政府

补贴政策的引导激励，正确有效地实施创新并通过

创新获取预期利益时，政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政策效应越强，政策效果和企业的创新产出收益也

就越大，政策支持企业创新也才更可持续。

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是否愿意持续开展创新

取决于三个要素的综合权衡：创新意愿、创新能力淤

和创新净收益。企业是否有创新意愿，源于企业对

创新的预期收益和研发成本的比较，如果创新所取

得的预期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净收益达到一定

的规模和比例，企业就会有创新意愿。而创新净收

益的预期，又跟企业的创新能力紧密相关，在研发

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创新能力越强，则创新成功率

越高，预期收益越高。因此，创新意愿、创新能力和

创新收益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企业创新的

闭环。创新收益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有创新意愿，

而创新收益高低又受制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取得创

新收益后，企业有能力购置研发所需要的生产要

素，又能够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强化创新意愿。企

业要取得创新成功，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推动企业

不断创新。政府补贴政策作为外在因素，是企业创

新行为改变的条件和激发因素，其机理在于通过影

响企业创新三要素，引导和激励了企业创新的内部

循环。首先，政府补贴政策以税收优惠、奖金补贴等

方式体现了直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创新净收

益的作用。其次，政府补贴政策通过“杠杆效应”“信

号效应”为企业吸引融资、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有

利条件，间接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净收益

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能进一步强化强创新意愿，从

而不断加大投入提升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如图 1）。

从对立性角度看，政府补贴政策并不必然会转

化为企业有效的创新行为，也就是说政策的效应并

不会自动实现。被补贴企业对补贴政策的敏感性，

是补贴政策能否实现目标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在

不具备创新能力或者创新行为不能转化为企业创

新能力的增强、市场占有及利润增长时，企业创新

会变得无利可图或不可持续，但为了获取政府补贴

这块“馅饼”，就会迎合政府需要，搞形式上的创新，

这个时候，补贴政策也引导企业行为发生了改变，

但这并不是政府期望企业有效创新的行为，而是变

成了扭曲的结果，偏离政府的初衷，政策目标就难

以实现。政策失效不仅意味着政策不能发挥促进企

业创新的应有作用和财政投入的浪费，而且还会扭

曲企业创新行为给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损害

政府政策的威信。

从补贴政策的系统框架看，把握其效应需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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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数据来源：智慧芽（PatSnap）全球专利检索数据库分析报告 https：//
www.sohu.com/a/386777364_116513。

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科学甄别创新的类型和质

量。在经济赶超阶段，低质量的创新可以成为经济

增长动力，但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而

言，如果继续保留大量的低质量创新将有碍国家创

新水平的继续提升。比如，我国实用新型专利的申

请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 2001年的 44.94%上涨
到 2015年的 93.55%，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发
明专利引起挤出效应，几乎陷入“实用新型专利制

度使用陷阱”（毛昊等，2018）。这就需要引起政府部
门的注意，对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地区的补贴对象要有所区分，支持适应当地经济

发展的创新类型。二是准确评估真实的创新意愿。

企业的创新意愿受制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净

收益。如果一个企业自身创新能力薄弱，明显难以

取得创新成功，却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并申报政府补

贴，那么政府就需要甄别是否出现了“骗补式创

新”，即企业以创新的名义申请补贴而实际并不开

展创新。三是找准影响创新能力的关键薄弱环节。

企业创新的三个要素中，政府补贴政策并不能直接

作用于企业创新意愿，而是通过直接影响企业创新

净收益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来影响企业的创

新意愿。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其创新的薄弱环节不

同，比如有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缺乏的是资金，有

的企业缺的是技术，有的企业缺的是人才等。政府

补贴政策应该出台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比如对基

础研究类型的创新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缺乏相

关技术人才的行业则采用人才引进优惠措施等方

式，才能帮助企业补齐短板，更好地提升创新能力。

四是加强对政府补贴的绩效管理。政府的资金来源

于税收，政府资金的使用绩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创新本身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不能简单以短期

成效作为绩效目标，应对补贴资金的用途进行追

踪，合理设置中长期绩效目标，加强实地考察，避免

企业舍本逐末，通过会计科目造假等方式形式性应

付财政部门的绩效评价，不将精力放在通过补贴资

金的有效使用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上。

（三）从政策效应视角看当前补贴政策效果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学者们的研究对政府补贴

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

素和内部运行缺乏深入分析，对补贴政策的机制设

计探讨也较少。原因在于专家们对政策效果和政策

效应未做区分，直接从企业行为及其结果的角度来

分析评判政策效果，而实际上补贴政策的效果取决

于政策效应，因为政策施行到政策目标实现之间存

在传导环节，需要企业产生真正创新的行为，而且

企业本身也具有创新的内在需求，政策的关键在于

使政策信号与企业的创新行为相叠加，否则政策的

引导激励最终会落不到实处。企业创新被学者们当

成一个“黑箱”，更多是从外在和结果角度来度量，

缺乏深入分析导致学者们难以针对关键问题提出

提升系统性和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从政策实践角度看，当前政策效应的不强影响

了政策效果的实现。一是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实质

性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政府补贴政策达到目标，

要筛选出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或潜力大）兼具的

企业加以补贴，并且要落脚至企业创新能力的要

素，如资金、技术、人才及其有效运用上。但现有政

策主要是释放“信号效应”，激发了企业进行相对投

入小、周期短、风险低的策略性创新，对更需要政策

扶持的实质性创新识别不足。如我国专利申请数连

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较低、

高质量技术创新较少。1978年到 2017年，我国申请
专利中发明专利仅占 35.53%①，远低于美国的

90.43%、英国的 72.27%、日本的 82.92%和德国的
80.5%。二是政府补贴的对象筛选机制不合理，加剧
了企业创新的“马太效应”。目前，我国政府补贴种

类繁多、标准各异，既有事前补贴，也有事后补贴。

事前补贴基于补贴对象以往的成果，而事后补贴更

是基于企业创新成功后才予以补贴，起到的只是强

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不利于激发更多的企业进行

创新，造成创新者的垄断地位，不利于加快全社会

的创新步伐。三是对政府补贴的绩效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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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绩效评价强调目标、指标，忽视主体行为及

努力结果，不适用于不确定性强、周期长、成效存

在滞后性的创新的绩效管理。目前，政府补贴监管

注重审核申请主体的资格和流程，绩效尚未完全

纳入考虑范围。部分纳入绩效管理范围的也只是

考核补贴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资本投资

拉动情况，对创新产出和效应则鲜有涉及。以近年

来兴起的科技创新券为例，自设立以来，创新券作

为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的政策工具，得到多

地积极实行，在各省市公布的创新券管理办法中，

仅有少部分提及创新券的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

果作为企业继续申请科技创新券的参考依据或以

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而更多的省市在管理办

法中关于创新券的监督管理只提及不得转让、赠

送、买卖等，在申请中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虚构创

新券合同等内容，主要是针对申请者的资质真实

性、有效性进行规范，没有对创新券的绩效进行追

踪。

四、政策建议

在系统全面准确认识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

创新效应基础上，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让企业

创新行为之“应”更大限度地响应政策补贴政策之

“导”，从而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同频共振，实

现政府政策的效果和企业发展的效益双赢，共同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一）准确认识补贴政策对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

边界，以支持实质性创新为落脚点提升政策精准度

理清政府补贴政策的边界，加大对基础性研

究、实质性创新的支持力度。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当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迫切要求有高质量的创新作为支撑。对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等技术含量相对偏低的创新应由企业自

主开展，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创造应加大补贴

力度，着重扶持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尤其是对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的扶持力度应大大加强，才能有

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从本质上解决“卡脖子”

问题。

（二）优化补贴对象筛选机制，激发更多企业开

展创新，提升补贴政策的规模效应

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确实起

到一定的带动引领作用，但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现

代化产业体系作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成需

要各行业、产业链各环节大量企业的创新和转型升

级才能实现，并不是依靠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

业就能够完成的。因此，政府补贴的对象不能局限

于已经取得创新成果的企业，更要关注那些有创新

意愿但暂时不完全具备创新能力或没有创新成果

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在资金等方面得到助力，引导

更多企业加入到创新大军中，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形成创新的“百花齐

放”，这样对于已有创新成果的企业而言也起到鞭

策和竞争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三）建立健全政策绩效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政

策效果与效应的最佳融合

一是加强全流程政策绩效管理。建议从补贴政

策出台，到补贴标准、方式、对象、成效都予以公开，

便于社会监督。同时，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

评价结果的结合应用，对用于研发、环保、扶贫等方

面的政府补贴绩效评价应考虑到资金投入和实际

成效之间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合理设定中长期绩效

目标，避免短视行为。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强化政策

执行管理。在申报补贴资金时可由相关企业自定目

标，自我承诺，并在补贴资金使用过程中加强过程

管理，督促被补贴企业按照实施计划和实施方案履

行承诺，按照预定的方式方法落实进度，切实将补

贴资金的使用转化为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创

新政策评估方式方法。引入专家评价和政策受益群

体来评价政策的质量，使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

合。政策实施后由被补贴企业开展内部评估并剖析

问题和查找原因。针对被补贴企业的内部评估报

告，引入政策对象、专家学者、公众三方进行论证，

并将政策受益对象的反应和没有享受到政策受惠

对象的意见等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评价报

告，帮助企业不断提升补贴资金使用能力水平，以

创新效果促进政府政策效应和效果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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