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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
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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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沈阳 110036）

内容提要：本文以 2009年 -2019年 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基础，以双固定面

板模型为基准回归，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

异和区域创新水平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上政

府引导基金有效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且地方财政差异在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

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随着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的增强，政府引导

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力度也会增强；（2）该正向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财政自

给能力的调节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政府创新偏好在东部显著，在中西部

不显著；（3）该正向调节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各自

存在单门槛效应，只有二者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

动作用。同时，还发现位于引导基金高创新效用区间的省份大都集中在东部，少数在中

部，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改善区域创新极化发展现状。对此，本文提出要因地制宜发挥政

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完善财政科技支出转移支付及加强财政与其他部门

的协同性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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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表明要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创新在我国现阶

段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根据历年《全球创新指

数》公布数据来看，我国创新排名从 2014年第 29
位上升至 2020年第 14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但就国内情况而言，创新资源发展不均

导致地区之间的创新能力差距较大且呈扩大化趋

势[1]，这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不符，如何在缓解区域极
化发展的同时令创新资源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成

为我国政府面对的难题。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政府

的职能在不断转变，其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也越来

越注重与市场相融合，政府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

导基金”）就是财政治理现代化改革下财政投入方

式转变的典型代表。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出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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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设

立，通过市场化管理运作的政策性基金[2]。据清科私
募通数据，我国引导基金占比最大的为产业基金和

创业基金，数量及规模合计占比分别达 89.07%、
75.82%，产业基金旨在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和创新产
业发展，需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3]，创业基金则主
要投向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不难发现，

推动创新发展是引导基金实现政策目标的核心要

义。另外，政府出资部分一般来自当地整合的专项

资金或财政结余资金，导致其投资带有较强的地域

属性，因此可以说，引导基金实际目的在于推动地

区创新水平的提高。“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特殊

模式，使引导基金可以兼顾政府配置资源的公平性

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性，在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

出与发展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引导基金为各级政府

助力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选择。

对我国引导基金创新效应进行研究的文献，大

体可分为两种：一是研究引导基金能否让创新资本

流向创新主体。创新活动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为社

会资本不能自发流向创新主体，因此引导基金对资

本的引导能力是其推动创新的基础。杨敏利等

（2015）[4]、董建卫等（2017）[5]研究证明引导基金可以
成功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投领域，施国平等（2016）[6]

则发现引导基金只能引导非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

投向早期企业，但不能引导其投向高科技企业。二

是研究引导基金是否提高了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核心，陈旭东等（2020）[7]研究发
现引导基金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同时还会使创新资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行业集聚；邓晓兰和孙长鹏（2019）[8]证明了企
业创新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存在引导基金通过提

高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黄嵩等

（2020）[9]则认为相对于其他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在
促进科技型初创企业技术创新时表现更优秀。

国内学者对引导基金与创新的研究大多聚焦于

微观企业，虽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支持企业

创新活动是为了获得创新活动的社会整体收益，而

不是单个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微观割裂式的研究

方法缺乏系统性思维，忽视了企业创新的外部性和

对区域创新的带动作用[10]，因此从宏观角度研究能更
好判断引导基金对区域整体的创新推动效果。

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可为创新系统

协调运作提供有力支撑 [11]，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
力及创新偏好是影响引导基金作用区域创新的重

要因素，但地区之间的财政情况不尽相同，在引导

基金能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假设前提下，这种财政

差异是否会通过引导基金影响区域创新极化发展

的程度，作用机制如何，本文试图对此作出解释，基

于此，本文将从地方财政差异视角出发，研究引导

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与以往文献相比，本

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

论，研究宏观而非微观视角下，引导基金对区域创

新水平的影响。二是将地方财政差异纳入引导基金

与区域创新的分析框架内，陈少强等（2017）[2]从地
方政府财力、财权、事权的匹配及风险防范等角度

定性论述了引导基金的发展过程、问题和建议，本

文则重点关注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与政府创新偏好

的影响，并将对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

域创新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

区域创新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指通过生产企

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政府及金融机构等创新主

体协作，对该地区的创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升

企业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创造能力并将知识价值转

化为技术和产品生产[12]。虽然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
体力量，但引导基金不仅仅只对企业产生节点影

响，政府出资的政策目标为最大化企业在产业和区

域创新网络中的知识与技术溢出[10]，由点及面，带动
整个区域创新系统水平提升，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1.引导基金加强了区域内创新主体之间的链式
协作。一是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作。政府隐性信誉

担保有助于风险投资机构树立经营稳健的形象，党

兴华等（2015）[13]发现有政治关联的风投比没有建立
政治关联的风投筹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引导基

金通过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推动

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实现区域金融资源的集聚，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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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楷和李丹丹（2012）[14]发现设立了引导基金的区域
相对于未设立区域，其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数更多。二

是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协作。引导基金以创投机构为

支点，除了为企业带来创新资本注入，也提供高水平

管理、战略规划等增值服务，有助于企业形成科学完

备的组织架构，推动区域创新主体力量增强。三是企

业与研发机构的协作。企业通过创投机构获得创新

资金后，除了内部研发，也会积极从外部组织获取创

新知识以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研发机构是企业获

取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张文红等（2014）[15]研究证明外
部研发机构能够通过增强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的跨

界搜索增强企业创新。因此，引导基金可间接加强企

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协作性。综上，引导基金通过强

化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之产生“1+1跃2”的作
用效果，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2.引导基金推动了区域内更有效的创新资源配
置。创新资源是指创新活动中所需的资本、人力、环

境等要素。就创新资本而言，企业作为区域创新主

体的核心力量，对创新资本的需求最大，引导基金

一方面通过促进创投机构发展，进一步放大自身规

模，提高区域创新发展的资本供给水平；另一方面

借助专业化基金，更容易发现并筛选出创新潜力

高、产出能力强的企业，增强创新资金靶向性，提高

区域创新成效。就创新人才而言，得到注资的企业

通过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

值，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会激发同产业/企业竞争甚
至带动研发机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供求机制

作用下，教育机构会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最

终实现区域更高层次的人才供求平衡。再者，由于

引导基金投资领域与国家战略目标相符且有助于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方政府会积极出台

配套扶持政策并优化创新服务，如高新企业税收优

惠、搭建创新平台等，以改善当地创新环境。综上，

引导基金通过对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了区域创

新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1：政府引导基金会提
升区域创新水平。

（二）基于调节效应的分析

受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

地区的财政情况不一，而财政支出是政府支持区域

创新活动最基本的方式[10]，即使在引导基金投资规
模相同的条件下，由于不同地区的财政情况存在差

异，引导基金对当地创新水平的提升力度也可能不

同。本文所指的地方财政差异主要从两方面体现，

一是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差异，二是地方政府创新偏

好差异，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仅体现了其自主收支

的对应情况，更反映单位自有财力实际上能支持地

方政府完成多少事权支出责任[16]，决定了地方政府
对创新的需求是否为有效需求，政府创新偏好则可

以直接体现地区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水平。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用该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该比例越

高，说明地方财政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

低，当地政府对财政资源自由裁量的空间越大，可

以根据实际发展需要调配财政资金进入创新领域，

设立引导基金的可能性或出资额度增加，财政“四

两拨千斤”的杠杆基数随之加大，且财政自给能力

强的地区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等要

素条件也相对优越，能吸引各层级的社会资本加

入，使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地方政府创新偏好用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科技支出占比越高，说明从

支出结构来看，地方政府在有限的预算内更偏向将

财政资源投向区域创新系统建设，虽然其支出方式

和效率一直备受争议，但不能否认财政科技支出在

基础研究、搭建创新平台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与积

极作用，财政投向基础研究可以与企业投向应用研

究互补，良好的创新环境也有助于吸引创新主体集

聚。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财政自给能力对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
新水平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说 3：政府创新偏好对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
新水平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

响，构建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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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it=茁0+茁1GVCit+茁2Dit+移j=3
j=9茁jControlit+滋i+着it（1）

基于调节效应的分析，构建模型（2）：
RICit=茁0+茁1GVCit+茁2Dit+茁3Dit*GVCit+移j=4

j=10茁jControlit+
滋i+着it （2）
模型（1）（2）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RICit表

示区域创新水平，GVCit表示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

投资额，Dit为地方财政差异的两个调节变量，分别

为财政自给能力 FSSit、地方政府创新偏好 GIPit，

Con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包括地区开放水平

（ROL）、人力资本水平（AE）、基建水平（IL）、经济发
展水平（PG）、城镇化水平（UL）、市场化水平（MAR）
和金融效率（FE），滋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

应，着it 表示随机扰动项。若模型（2）交乘项系数显
著，则说明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存在。

为了进一步研究地方财政差异的非线性调节

效应，借鉴 Hansen（1999）门槛回归模型，构建单门
槛模型（3）：

RICit=茁0+茁1GV CitI（Dit臆酌）+茁2GV CitI（Dit>酌）+茁3Dit+
移j=4

j=10茁jControlit+滋i+着it （3）
模型（3）中，酌为门槛值；I 为示性函数，当符合

示性函数中的条件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1，否则为
0，其他符号含义与模型（1）（2）同。若为多门槛效应
模型，则在（3）的基础上拓展即可。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 2009年-2019年 30个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不含西藏）的数据进行研究，核心解释变量

数据来源为清科私募通数据库，考虑到引导基金存

在极值的情况，实证检验时将 0替换为 0.01。被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为各年度《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个别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进

行填补。本文使用 stata14.0进行实证分析。
1.被解释变量
区域创新水平（RIC）：引导基金主要通过推动

企业创新来带动其他创新主体，实现区域系统创新

水平的提升，本文参考《中国区域创新水平检测报

告 2019》等主流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企业在协同创
新、技术创造、推动产业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能力，

选择如下指标（如表 1所示）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地
区区域创新水平。

表 1 区域创新水平指标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区域创新水平

协同创新能力 高校和科研所 R&D来自企业的资金（亿元）

技术创造能力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创新驱动能力
新产品销售收入（亿元）

注册商标量（件）

知识创造成果
技术市场交易额（亿元）

专利授权数（件）

产业发展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社会发展推动力 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2.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引导基金（GVC）：采用各省（市、自治区）有

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投资金额的对数来表示。相关

研究通常以引导基金设立规模作为测度指标（邓晓

兰和孙长鹏，2019；陈旭东等，2020）[7，8]，且删减国家

级引导基金或者仅保留创业基金、产业基金，考虑

到引导基金“投不出去”的现实问题，相对于设立规

模，用有引导基金参与的投资额来测度更能真实反

映引导基金的创新作用。另外，考虑到数据库中的

投资额是以被投公司所在地划分的，可以反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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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对被投资地区的创新推动性，本文没有删除国

家级引导基金。再者，除了创业基金和产业基金外，

未删除 PPP基金，本文认为 PPP基金会改善区域内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吸

引创新人才，间接改善区域创新要素禀赋，因此本

文不对引导基金级别和类别作筛选。最后，删除投

资阶段缺失、投资金额不全或估计的数据。

3.调节变量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FSS）：用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创

新偏好（GIP）：用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比重来表示。

4.控制变量
基于宏观角度，区域创新水平还受内外部其他

因素的影响。（1）地区开放水平（ROL）：用外商直接
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外资投入是地

区创新能力提升的源泉之一，罗军（2016）[17]认为外
商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示范、人力资本流动和关

联四种效应对东道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其

中外商直接投资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各

月平均汇率的平均值折合为人民币计算。（2）人力
资本水平（AE）：受高等教育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
具体包括专职（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占就业人口比重。

该比重越高，说明当地创新人才储备越丰富。（3）基
建水平（IL）：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表示。柳卸林
和杨博旭（2020）[18]认为投资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对
区域创新产生影响。（4）经济发展水平（PG）：用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一般认为，经济基础越

好，区域创新水平越高。（5）城镇化水平（UL）：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程开明（2009）[19]发现区域创
新投入集中于城市，城镇化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和扩

散。（6）市场化水平（MAR）：借鉴刘佳鑫和李莎
（2021）[20]作法，用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地区总
人数的比重来表示。（7）金融效率（FE）：金融机构存
贷款余额之比。冉光和等（2013）[21]实证发现金融发
展的效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表 2为变
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RIL 330 0.073 0.113 0.001 0.891

GVC 330 2.329 2.915 0.01 9.996

ROL 330 0.370 0.398 0.047 3.73

AE 330 19.545 11.340 3.24 65.387

IL 330 9.368 0.846 6.682 10.986

PG 330 1.489 0.501 0.101 2.799

UL 330 0.562 0.127 0.299 0.896

MAR 330 0.048 0.014 0.025 0.092

FE 330 1.364 0.265 0.874 2.448

FSS 330 0.502 0.192 0.148 0.931

GIP 330 0.203 0.015 0.004 0.07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创新水平关系的实

证结果

由于豪斯曼检验无法拒绝固定效应比随机效

应更有效的原假设，本文选择固定效应作为基准回

归，同时为了排除随时间、个体变化的影响，控制时

间和个体效应。表 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基
于全样本下，列 1未加入调节变量，引导基金系数
为 0.0034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引导基金能显
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列 2、3、4 将我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部进行分组回归，由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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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同地区之间虽然在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些许差

异，但引导基金系数均为正，进一步地，列 5列 6分
别加入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与政府创新偏好变量，引

导基金系数正向性稳定且显著，说明引导基金能提

升区域创新水平的结论稳健，假说 1成立。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D=Fss D=Gip

全样本 全样本

（1） （2） （3） （4） （5） （6）

Gvc
0.0034***

（2.89）

0.0023

（1.34）

0.0025**

（2.57）

0.0014*

（2.57）

0.0034***

（3.06）

0.0026**

（2.30）

D
-0.1689

（-1.33）

4.8166**

（2.16）

Constant
-0.1856

（-1.52）

-0.7258**

（-2.75）

-0.2979***

（-5.73）

-0.2961***

（-5.48）

-0.1397

（-1.32）

0.0610

（0.4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obus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930 0.6891 0.8387 0.6274 0.5005 0.6529

N 330 99 110 110 330 330

注：***、**和 *分别表示该变量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二）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

水平关系的实证结果

由表 3可知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
果存在区域异质性，这种差异是否与地方财政有

关，即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是

否存在，由模型（2）进行检验，表 4报告了引入引导
基金与调节变量交乘项的结果，列 1及列 5全样本
下交乘项（Gvc*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调节效应存
在且为正向调节，即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

偏好性越强，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果越

好，假说 2和假说 3成立。
分地区讨论后，表 4显示调节效应同样存在区

域异质性。一是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对引导基金与区

域创新的正调节效应仅在西部显著，在东中部不显

著。诚然，相对于西部，东中部具备设立引导基金较

早、基础设施完善、投融资市场发达等优势，引导基

金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政府可以利用较少的财政资

金发挥较强的杠杆作用以实现创新资本的集聚。发

展至今，该地区引导基金已有较大存量，政府定位

也由资本供给为主转为方向引导为主，因此财政自

给能力的提高对东中部地区引导基金的创新推动

作用没有显著影响。成丹（2017）[22]认为丰富且具有
潜在增值能力的企业和项目资源及专业的基金管

理机构是引导基金发展的前提，而西部地区受制于

创新服务不完善、创新制度不先进等软约束，企业

高增值项目储备不足，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强，

进而也无法吸引到专业管理机构，引导基金的发展

及创新环境的建设仍需政府大力投入，因此西部地

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引导基金提高

区域创新水平的强弱。

政府创新偏好变量则不同，其调节效应仅在东

部显著，在中西部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

经济实力雄厚，财政资源丰富，财政科技支出无论

是总量还是相对量都要比中西部地区大，其支出管

理、绩效评价体系也较为完善，使得科技支出与引

导基金形成良好的耦合性，因此科技支出占比越

高，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的推动力越强，而中部地

区由于承接了不少从发达地区转移的低端产业，使

财政科技支出的实质性创新驱动效果受限，且该地

区政府为避免“中部塌陷”，比起高风险的实质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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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节效应分区域的实证结果

变量

D=Fss；Gvc*D=Gvc*Fss D=Gip；Gvc*D=Gvc*Gip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7） （8）

Gvc
0.0028***

（2.83）

0.0027

（1.21）

0.0025**

（2.56）

0.0010

（1.88）

0.0016

（1.50）

0.0035

（1.45）

0.0019*

（2.06）

0.0010

（1.04）

D
-0.1389

（-1.11）

-0.0293

（-0.18）

-0.0203

（-0.26）

0.0262

（0.28）

3.9213**

（2.20）

8.2255***

（6.99）

0.5781

（1.84）

0.7968

（0.81）

Gvc*D
0.0193*

（1.86）

0.0060

（0.53）

0.0063

（1.07）

0.0108*

（1.83）

0.3494**

（2.49）

0.2522**

（2.43）

0.043

（0.89）

0.4944

（1.79）

Constant
-0.1441

（-1.53）

-0.7270**

（-2.79）

-0.3017**

（-5.61）

-0.2321*

（-2.02）

-0.0071

（-0.06）

-0.0750

（-0.27）

-0.2444**

（-4.52）

-0.1039

（-1.0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obus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5193 0.6865 0.8397 0.6404 0.6983 0.8944 0.8539 0.7003

N 330 99 110 121 330 99 110 121

新活动，对“短平快”的投资项目更为关注，科技支

出的创新效果不强[23]，因此即使增加科技支出比重，
对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再

看西部，虽然西部地区的财政科技支出调节系数达

0.4944，边际贡献较高，但内部财政收支矛盾凸显，
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性较强，而转移支付的大部分

资金通常已被上级锁定用途，政府无法自由调配财

政资金投入创新领域，科技支出不能满足区域创新

的建设需求，导致其在西部地区的调节效应不显

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前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尝试以下两

种稳健性检验：（1）缩尾处理。为了消除极端值对估
计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进行 1%和 99%的替换
缩尾处理，表 5列 1、2、3显示基准回归下引导基金
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 1%、1%、5%的显著性水平，
列 4、5显示调节效应模型下调节变量与引导基金
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引导基金能显著提升区域

创新水平及地方财政差异显著正向调节引导基金

与区域创新水平的结论稳健。（2）差分 GMM。考虑
到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即当期

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依赖于前期的区域创新水平，在

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区域创新水平的滞后一期项
（Rilit-1），利用差分 GMM进行估计，列 6、7显示模型
通过 AR（2）和 Hansen检验，模型整体有效，区域创
新滞后一期项以及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地

方财政自给能力与政府创新偏好正向调节引导基

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结论可靠。

（四）非线性调节效应检验

设定模型（2）时实际需要满足两个假定：一是
满足线性交互作用（LIE）假定，即财政能力每变动 1
个单位，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的边际效应在定义域

内均为 茁3。但实际来看，LIE假定并不能被轻易满
足，引导基金的边际效应可能是非单调的，例如在

财政自给能力较低时，引导基金的创新边际效应可

能较小；在财政自给能力较高时，引导基金的创新

边际效用会较大。二是共同支持假定，本文面板数

据仅有 330个，不能充分满足该假定下大样本量的
需求。为了直观说明模型（2）是否满足假定条件，本
文采用能展示数据完整曲线的核估计量进行判定，

如果拟合线为直线，说明满足 LIE假定；如果拟合线
为曲线，则说明不能满足 LIE假定。如图 1所示，左、
右图分别代入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变量，

可以看到拟合线波动较大，证明交互项与被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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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准回归 调节效应

缩尾处理 缩尾处理 DIF-GMM

（1）
（2） （3） （4） （5） （6） （7）

D=Fss D=Gip D=Fss D=Gip D=Fss D=Gip

Rilit-1

1.3446***

（5.14）

0.8052***

（4.15）

Gvc
0.0033***

（3.15）

0.0033***

（3.36）

0.0028**

（2.72）

0.0029***

（2.83）

0.0017

（1.50）

-0.0006

（-0.40）

-0.0015

（-1.01）

D
-0.1593

（-1.38）

3.1026**

（2.72）

-0.1389

（-1.11）

3.9213**

（2.20）

-0.3946***

（-3.81）

1.2579

（1.48）

Gvc*D
0.0193*

（1.86）

0.3494**

（2.49）

0.0196*

（1.94）

0.3094*

（1.96）

Constant
-0.0871

（-0.56）

-0.1794

（-1.68）

-0.0530

（-0.49）

-0.1441

（-1.53）

-0.0071

（-0.06）

0.1143

（1.57）

0.0601

（0.9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obus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0.548 0.342

Hansen 0.206 0.367

R2 or F 0.6115 0.6201 0.7094 0.5193 0.6983 27.86 32.08

N 330 330 330 330 330 240 240

图 1 核估计量诊断图

量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效应。

（五）门槛效应分析

借鉴 Hansen（1999）[24]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具
体测定调节变量的门槛个数及门槛值，如表 6所
示，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与政府创新偏好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门槛检验而未通过双门槛检

验，因此本文将以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来
说，如表 7所示，当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小于 0.6909
时，引导基金系数为 0.0009；当财政自给能力大于
0.6909 时，该系数为 0.0124；当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小于 0.0309时，引导基金系数为 0.0013；财政科技
支出占比大于 0.0309时，该系数为 0.007，说明只有
当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达到某临界

点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引导基金对区域

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地区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

平等控制变量基本显著，说明引导基金在推动区域

创新时会受到内外部地区宏观因素的影响。

若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处于低

区间，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在有限的财政资源条件

下，政府会优先考虑保障基本民生供给，而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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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省财政自给能力门槛通过情况

门槛区间 参数估计 省份（时段） 地区 2009 2014 2019

Fss>0.6909 0.0124***
京、沪、苏、浙、粤（2009-2019）；津（2009-2017）；

闽（2014）；鲁（2014）

东部 6 8 5

中部 0 0 0

西部 0 0 0

Gip>0.0309 0.0070***
京、沪、浙、粤（2009-2019）；津（2010-2019）；

苏（2011-2019）；皖（2016-2019）；鄂（2017-2019）

东部 4 6 6

中部 0 2 2

西部 0 0 0

表 6 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BS=300）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门槛估计值

F统计量 P值 F统计量 P值 估计值 置信区间

Fss 68.18 0.0167 15.52 0.1800 0.6909 [0.6869，0.7001]

Gip 25.57 0.01 3.00 0.7467 0.0309 [0.0304，0.0314]

表 7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D=Fss D=Gip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vc（D≤酌） 0.0009 1.21 0.0013* 1.81

Gvc（D>酌） 0.0124*** 9.16 0.0070*** 6.41

D -0.1881*** -4.25 2.4950*** 7.44

ROL 0.0288*** 2.68 0.0371*** 3.91

AE -0.0002 -0.38 0.0015*** 3.60

IL 0.0134* 1.71 -0.0013 -0.18

PG 0.0433*** 2.65 0.0337** 2.24

UL 0.0579 0.55 -0.0633 -0.64

MAR 0.6646* 1.67 0.1424 0.38

FE 0.0228 1.38 0.0394** 2.57

Constant -0.1401* -1.86 -0.0933 -1.32

F值 42.80*** 62.15***

周期长、风险高的引导基金，政府出资比例不高，引

导基金设立的“硬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财政科技

投入相对较少，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不能与创新主体

需求相匹配，使得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

率大打折扣；再者，财政自给力较弱的地区通常设

置引导基金的返投比例高、退出让利少，无法吸引

到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相关企业，导致引导基金投

资管理不善，与地区产业的耦合度不高，造成“引”

“导”不力的现象，与初始设立目标相悖。由表 8可

知，跨过门槛值的重合地区有京、津、沪、苏、浙、粤，

均集中在东部，共性特征为引导基金的设立时期

早、规模大且管理先进，例如广东深圳规定对引

导基金返投比例按市场规律动态调整，由初期的

2 倍降为后期的 1.5倍，切实缓解了企业与基金管
理机构压力，同时通过让利机制激励基金管理人投

本地项目、投早期企业、投重点产业，使引导基金与

地区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化发挥出引导基金的杠

杆效应与引导效应，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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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表 8分时段分地区可知，跨过门槛值
的省份在样本观察期变化不大，东部京、沪等表现

稳定，中部鄂、皖后者居上，西部省份零突破，说明

在地区财政差异的调节下，引导基金虽然推动了

区域创新，但没有缓解“马太效应”下区域创新极化

发展现象，现阶段仍处于东部强者恒强，西部弱者

恒弱，中部居中的态势，再结合上文表 4列 8的回
归结果，引导基金每增加一个单位，西部创新水平

可整体提升 0.4954（0.0001+0.4944）个点，说明西部
若持续增大科技支出投入比重，使其调节效应达到

显著界点，引导基金对西部创新水平有极大拉动作

用，进而改善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现代化体制机制改革的

制度创新之策，为政府助力创新提供了新的选择。

本文以 2009年-2019年中国 30个省（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

异和区域创新水平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分别以地

方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作为地方财政差

异的代理变量，以双固定面板模型为基准回归，考

察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得到结论如下：首先，全

样本下，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呈显著正向

影响。其次，地方财政差异在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

水平的影响路径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该调节效应

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具体来说，财政自给能力的

正调节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政府创

新偏好的正调节效应在东部显著，在中西部不显

著。进一步地，通过核检验证明该调节效应为非线

性，门槛模型也证明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

均存在单门槛，跨过门槛值之后，引导基金系数显

著提高。另外，跨过门槛值的地区大都集中在东部，

少数在中部，西部没有省（市、自治区）上榜，说明东

部引导基金区域创新驱动效应最好，中部次之，西

部不明显。就目前结果来看，引导基金没有缓解区

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但若提高财政科技支出

比重，引导基金会极大提升各地区创新水平，特别

是对西部地区的提升力度最大。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的推

动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引导基

金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对其存量与增量实现动态

调整，简单来说，东部地区引导基金较为成熟，下一

步应存量出清、提质增效，重在发展天使基金，投

“早”投“小”；中部地区应立足地区产业现状，合理

配置现存引导基金资源，着力提升创新主体的创新

效率，实现产业联动与升级；西部地区则要充分借

鉴引导基金发达地区经验，放宽返投比例、提高退

出让利幅度，同时尽量提高政府出资比例，吸引社

会资本投资，重点培育当地具有高创新潜力的企业

与产业。另一方面，创新融资活动早期多为权益性

融资，政府要积极搭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平

台，完善科技保险、专利质押等相关服务，让资本

“有地可投、有地敢投”。

二是完善财政科技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

创新差距。纵向来看，中央要提高对中西部地区财

政科技支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

财政自给能力相对较弱，财政科技支出强烈依赖

于上级转移支付，若增加对其科技支出的转移支

付力度，可充分发挥出政府引导基金的创新推动

效应，破解地区创新“马太效应”的难题。横向来

看，还可尝试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实施“科技援建”

工程，区域创新发达的省份定向支持欠发达地区，

用创新带动该地区快速发展。

三是加强政府引导基金与其他部门的协同

性，聚力施策。政府引导基金区域创新推动作用的

充分发挥与当地创新环境密不可分，发展引导基

金的同时也要重视人才培养、地区开放、金融发展

等方面，实现区域创新系统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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