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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产融结合是当前我国解决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

一种方案，然而对于该方案能否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还存在不同观点。本文通

过分析高端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可见，产融结合抑制了民营企业的

技术创新投入，但政府补助削弱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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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要

跻身创新型国家，不仅需要民营企业具备规模，还

需要民营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在技术研发上通过创

新获得核心竞争力。然而，我国民营企业通常面临

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特别

是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防范金融风险

的背景下，银行的“惜贷”行为进一步加重，使民营

企业研发项目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尖锐。

为此，《中国制造 2025》提出进行“产融结合”。
所谓产融结合，是指产业与金融业在经济运行中为

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

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而进行的内在结合或融合。一

些研究认为，产融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和

风险承担水平，对创新投资产生正面影响，缓解企

业研发投资不足，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和能

力 [2-5]。但也有研究认为，产融结合会抑制企业的实
体投资，致使其偏离主营业务，不利于企业成长，抑

制了创新，即产融结合无法产生创新效应[6-7]。然而，
现有研究没有特别考虑民营企业的产融结合行为，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造成了资源配置上

的事实不平等，较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了更

廉价的融资 [8]，民营企业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能否
促进技术创新投入有待进一步分析；另外，现有研

究只停留在企业层面，未涉及政府。政府补助作为

政府参与市场的工具，其如何影响民营企业产融结

合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

为此，本文选取高端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

据，通过混合 OLS法进行模型估计，采用 PS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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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探索产融结合能否促进民

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并进一步讨论政府补助对

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以期对我国

产融结合政策的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假设

（一）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

技术创新投入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其结果

既不立竿见影也不确定成功，甚至可能不会有任何

回报，如此使得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

并不清晰。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高投入、收益不

确定性等特征，企业的内源融资难以满足研发投入

要求，需要依赖银行、股市、债市等进行外源融资[9]。
然而，企业想要从外界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研发活

动十分困难。首先，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我国是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这种

大型金融机构理论上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

对民营企业实行“信贷歧视”[10]。其次，政府在不同程
度上干预银行的贷款行为，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

导致最需要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并不能如愿获得

银行贷款，转而诉诸于成本更高的信贷渠道[11]。企业
难以从外部融资渠道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容易发

生“融资缺口”[15]。
一系列研究表明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技术创

新投入[16]，持续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创新成功[17]。在这
种情况下，产融结合对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保障技术创新投入有重要意义：第一，民营企业能

以参股乃至控股的形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产

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营企业所受到的

信贷歧视，保障其技术创新投入的水平。第二，产融

结合能缓解由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的技术创新融

资困境。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股权联系，企业可以

拓宽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方便金融机

构获取一些企业不愿公开的研发投入信息，便于金

融机构甄别出有价值的研发项目，这样有利于金融

机构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高金融机构的投资意愿，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

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如葛宝山等[18]认为产

融结合对创新投资有正向影响。谭小芳等[19]发现产
融结合加重了研发过度投资，因此，产融结合可能

表现为市场有效，提出如下假设：

H1a：产融结合正向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
入。

随着 20世纪 70年代西方资本市场的快速发
展，股东中心主义兴起。股东中心主义更加强调实

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公司的长期经济增长诉求

被提高股价的目标所替代，这使得企业的管理者更

加看重短期收益而持股金融机构，制约了企业的长

期规划，特别是高风险的创新投资[20]。在强调短期回
报率的投资观念下，非金融企业管理者行为逐渐短

期化和金融化，企业治理模式由注重长期增长转向

强调短期资本增值[21]，导致实体企业逐渐将原本用
于创新投入的资本投放于金融机构，表现为向金融

机构的投资而削减技术创新投入。随着产融结合金

融产品越来越丰富，产融结合发展开始偏重金融

业，并未改善创新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困难

局面[23]。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产融结合负向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
入。

（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产融结合是企业的市场行为，而政府扮演干预

者的角色，影响研发活动，干预手段包括向企业提

供补助、税收优惠或政府科研机构自行研发[24]。本文
引入政府补助变量，进一步探讨政府补助如何影响

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补助具有信号传递作用[25]。根据信
号传递理论，如果政府补助了某一企业，则向外界

传递出鼓励、认可该企业的信号，可以显著增加企

业的内源、外源的融资规模，并且这种效应民营企

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更加显著[26]。因此，如果产融结合
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 H1a成立的情况
下，政府补助可以起到一定的“锦上添花”的作用。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政府补助可以强化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补助是弥补市场失灵，引导产

99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1年第 9期

业资金流向的重要手段。研发活动往往需要大量投

资，并且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外部性，民营企业本

身没有足够的动力做创新投入，补助是政府纠正这

种外部性的措施之一。因此，如果产融结合抑制民

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 H1b成立的情况下，政府
补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提出如下假设：

H2b：政府补助可以缓解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

然而，政府补助可以看成企业的一种低成本外

源融资，如果政府补助替代了企业的自有投资，在

这种替代作用下，反而抑制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投

入。一方面，企业原本打算自己做一定的投资，而得

到政府补助后，企业便减少自主投资[25]。因此，如果
产融结合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 H1a成立
的情况下，政府补助能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提出

如下假设：

H3a：政府补助可以替代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补助更多体现了“保护弱者”特

点[27]，政府补助存在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且政府
补助可能诱发企业“等靠要”行为，企业依赖政府补

助而减少技术创新行为，政府补助也存在事后的道

德风险问题。国内外有研究表明政府补助能对创新

投入产生抑制效应[28-29]。因此，如果产融结合可以抑
制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即 H1b成立的情况
下，政府补助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技术创新投入。提

出如下假设：

H3b：政府补助可以强化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9年-2017年 A股上市的高端制
造业民营企业为样本，依据证监会 2012年的划分
标准，选择医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

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及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选择高端制造业企业作

为样本，是因其技术创新活动比较活跃，有利于开

展实证分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国泰安和
锐思数据库，初始样本按照如下原则筛选：剔除资

产负债率超过 100%的企业；剔除交易状态为 ST、
*ST的企业；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获得 3652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 STATA15.0处理
和分析数据。

（二）计量模型

本文将技术创新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产融

结合行为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混合 OLS模型，为检
验 H1a、H1b，构建计量模型式（1）：

yit =琢+茁*finit +移酌*ControlVariablesit +移 induk +
移yeari+移regik+着it （1）
为检验假设 H2a，H2b，H3a，H3b，构建计量模型

式（2）：
yit=琢+茁*finit+姿*finit*sub it+移酌*ControlVariables it+

移induk+移yeari+移regik+着it （2）
在式（1）中 yit为技术创新投入，本文采用企业

研发投入的对数衡量，并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

比进行稳健性检验。finit企业产融结合行为，本文将

产融结合的企业赋值为 1，未产融结合的企业赋值
为 0。ControlVariables it为控制变量，模型同时加入了

行业、年度和企业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在式（2）中，
sub it为政府补助。具体变量含义及度量方法见表 1。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技术创新方面，从绝对值来看，input_1 均值为
17.634，标准差为 1.083，最小值为 10.263，最大值为
25.025。而从相对值来看，input_2 的平均值为
5.779%，总体研发强度较低，最小值为 0.05%，最大
值为 72.75%，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相差较大。fin的均
值为 0.059，说明有 5.9%的样本企业年份数据选择
了产融结合。

四、实证结果

（一）相关分析

表 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产
融结合 fin与 input_1相关系数不显著，与 input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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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技术创新投入 input_1 当年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

技术创新投入 input_2 当年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比，用于稳健性检验

产融行为 fin 当年是否持股金融机构，是为 1，否则为 0

政府补助 sub 企业当年所得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负债率 lev 资产负债率

企业绩效 roa 净利润 /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capt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公司年龄 age 当年与成立年之差取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h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成长性 growth 主营收入增长率

省份 regi 依据企业所在省划分

行业 ind

将企业划分为医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

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共 7个行业。

表 2 描述统计

N Mean St.Dev Min Max

input_1 3652 17.634 1.083 10.263 25.025

input_2 3652 5.779 4.688 0.050 72.750

fin 3652 0.059 0.235 0 1

sub 3652 14.615 4.476 0 21.040

size 3652 21.518 0.938 19.199 26.237

lev 3652 0.312 0.172 0.008 0.952

roa 3652 0.052 0.054 -0.802 0.374

capt 3652 2.609 1.766 0.456 33.288

age 3652 2.672 0.322 1.386 4.078

h1 3652 33.181 13.489 4.150 86.490

growth 3652 0.389 2.912 -5.408 15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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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没有加入控制变

量，尚未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所

获政府补助 sub、企业规模 size、企业绩效 roa、企业
年龄 age等变量与 input_1正相关。

表 3 相关系数表

input_1 input_2 fin sub size lev roa capt age hl growth

input_1 1

input_2 0.187* 1

fin 0.025 -0.099* 1

sub 0.018 -0.011 0.096* 1

size 0.768* -0.140* 0.094* 0.026 1

lev 0.371* -0.231* 0.126* 0.026 0.495* 1

roa 0.104* -0.097* -0.011 0.053* 0.008 -0.308* 1

capt -0.213* 0.415* -0.046* -0.015 0.021 -0.143* -0.256* 1

age 0.211* -0.064* 0.024 -0.091* 0.266* 0.171 -0.061* -0.038 1

hl -0.034 -0.070* 0.034 0.013 -0.041 -0.095* 0.157* -0.079* -0.107* 1

growth 0.01 0.012 0.009 0.021 0.033 0.001 0.039 0.034 0.011 0.011 1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二）回归分析

表 4报告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由列（1）可知，产融结合对 input_1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在列（2）中，控制了行业、年度和地区效应后，结

果依然显著存在。假设 H1b得到验证。从经济角度
解读，相比没有产融结合的民营企业，进行产融结

合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显著降低。

表 4 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

input_1

（1） （2）

fin -0.248***（0.052） -0.110**（0.051）

sub -0.000（0.003） 0.009**（0.004）

size 0.924***（0.019） 0.908***（0.021）

lev -0.285***（0.093） -0.237***（0.090）

roa 0.553*（0.329） 1.036***（0.367）

capt -0.143***（0.017） -0.135***（0.016）

age -0.010（0.035） -0.009（0.037）

h1 -0.002***（0.001） -0.002**（0.001）

growth -0.003（0.006） -0.006（0.005）

行业 No Yes

年份 No Yes

省份 No Yes

cons -1.691***（0.395） -1.775***（0.433）

N 3652 3652

R-squared 0.649 0.695

注：***、**、*分别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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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认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研发投入

与营业收入比 input_2作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代理变
量，重复上述检验。表 5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

显示产融结合对 input_2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
列（2）中，控制了行业、年度和地区效应后，结果依
然显著。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input_2

（1） （2）

fin -1.115***（0.173） -0.436**（0.194）

sub 0.008（0.017） 0.056**（0.022）

size -0.328***（0.091） -0.430***（0.101）

lev -4.153***（0.670） -3.756***（0.646）

roa -3.539（2.636） -1.722（2.853）

capt 1.002***（0.174） 1.023***（0.185）

age -0.181（0.219） -0.172（0.222）

h1 -0.017***（0.005） -0.015***（0.005）

growth 0.006（0.012） -0.019（0.013）

行业 No Yes

年份 No Yes

省份 No Yes

cons 12.696***（1.705） 12.681***（1.857）

N 3652 3652

R-squared 0.215 0.300

注：***、**、*分别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内生性检验

是否持股金融机构是企业自我选择结果，是非

随机的。直接进行 OLS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产
融结合与非产融结合企业的初始偏差，有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真正感兴趣的是进行了产融结

合的民营企业未来技术创新投入是否比产融结合

前更低。由于无法获得反事实案例，本文选择解决

此类问题的常用方法之一，倾向匹配分析（PSM），尝
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该方法有两个阶

段，首先估计企业选择产融结合的可能性，计算倾

向值，接着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进行匹配计算。本

文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处理组和对照组。本文处理组为

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对照组为未进行产融结合的

企业。第二步：选择协变量。选择能够影响企业产融

结合行为的协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绩效等，这里与

前文的 OLS所用协变量一致。第三步：计算倾向得
分。本文采用 Probit回归计算企业产融结合行为的
倾向值，是企业选择产融结合行为的概率。第四步：

进行倾向匹配分析。本文采用核匹配法，同时选择 1
对 3最近邻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每种匹配分析均采用 Bootstrap方法重复
500次，并设置共同支撑（Common Support）条件，以
满足倾向匹配分析的共同支撑假定。第五步：检验

平衡条件。表 6为基于 PSM分析得出的结果。列（1）
为核匹配法的回归结果，可见通过倾向值匹配缓解

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后，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

影响依然显著为负，列（2）、列（3）分别采用 1 对 3
最近邻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作为稳健性

分析，结果依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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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SM后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
Kernel NN-3 LLR

（1） （2） （3）

fin -0.164***（0.058） -0.307***（0.092） -0.318***（0.060）

N 3652 3652 3652

注：***、**、*分别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

由于 H1b得到了验证，说明市场失灵，需要继
续验证 H2b、H3b，判断政府是否有效。表 7提供了
政府补助影响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回归结

果，列（1）显示 sub与 fin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政

府补助弱化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负面影

响，H2b得到验证，说明政府有效。列（2）进一步控制
了行业、年份和地区变量，结果依然显著。这说明政

府补助缓解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负面

作用。

表 7 政府补助、产融结合与技术创新投入

input_1

（1） （2）

fin -2.595***（0.355） -2.030***（0.319）

sub*fin 0.144***（0.022） 0.118***（0.020）

sub -0.002（0.003） 0.008**（0.004）

size 0.917***（0.019） 0.903***（0.021）

lev -0.283***（0.092） -0.239***（0.089）

roa 0.530（0.325） 1.009***（0.363）

capt -0.142***（0.017） -0.134***（0.016）

age -0.011（0.035） -0.010（0.037）

h1 -0.002***（0.001） -0.002**（0.001）

growth -0.004（0.006） -0.006（0.005）

行业 No Yes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cons -1.529***（0.394） -1.643***（0.432）

N 3652 3652

R-squared 0.652 0.697

注：***、**、*分别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产融结合行为

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补助行为是有效的，实证结

果证实了 H1b和 H2b，说明民营企业产融结合并没
有达到市场有效的理想状态，但是政府的有效干预

缓解了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选择 2009年-2017年 A股上市的高端制
造业民营企业数据，运用混合 OLS方法估计模型参

数，用 PSM方法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研究发现：
产融结合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说

明仅依靠持股金融机构民营企业不能增加技术创

新投入，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

府补助显著降低了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

响，说明政府干预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基于本

文的研究结果还可以做如下进一步讨论。

首先，本文发现产融结合抑制了民营企业创

新，但视角上偏重于技术创新投入的过程而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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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民营企业的确存在融资难、创新投入不足

问题，但是研究结果显示产融结合不会给该问题带

来转机，反映出金融部门未能服务于实体经济，简

单的增加与金融机构股权关联难以解决民营企业

创新激励问题。其次，研究结论肯定了政府补助民

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与杨洋等结果一致。

不过本文更强调政府补助的“补救”意义，即缓解产

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最后，产融结

合是金融化的特殊表现，因为金融化是实体企业增

加在金融市场的业务，那么从业务的角度看，实体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化行为，对于

深化认识产融结合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研究结果也

与金融化领域的研究呼应：企业投资金融资产分享

金融业的高额利润是一种市场套利行为，会抑制企

业技术创新的动力。

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民营企业自身

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技术创新投入

资金的高效使用，减少产融结合对技术创新投入的

负面影响。在公司治理中摒弃股东中心主义思想，

并且赋予 CEO等高管更大的权力，使得高管团队可
以“放开手脚”追求创新，而非短期的回报率，保障

资金用于创新。同时，建议民营企业停止产融结合

行为，尝试采用其他方式促进创新融资，例如聘用

有金融背景的高管，甚至 CEO来加强企业融资。二
是政府帮助民营企业减轻技术创新的融资压力，建

议政府牵头，将高校院所、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联

合，建立“从科研到融资”的平台。民营企业依托平

台提出技术创新需求，以科研项目的方式委托给高

校院所。高校院所完成项目后，企业即可获得研发

成果。接下来金融机构参与企业的新技术市场化转

化，要求企业对其披露技术创新投入信息，监督创

新融资去向。最终达到高校院所创新成果落地于民

营企业，民营企业创新投入降低，融资约束降低的

理想状态，令技术扩散的正反馈效应最终落在民营

企业身上。

本文的研究局限性在于：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

构的类型是多种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实体企

业有可能持股多家金融机构，投资金额、持股比例也

不尽相同。本文仅对企业是否产融结合进行了度量，

未深入分析持股比例、持股机构类型、持股机构数量

等细分指标，因此并未得到细分领域的证据，在模型

中加入产融结合的其他维度也许可以得到更富启发

性的证据，未来的研究可以对金融机构类型、持股比

例等进行细化分析，准确测量产融结合的强度、广度

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能为金融业服务民

营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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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会影响学前教育的

效果。因此要强调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

位，幼儿园的干预必须要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在家

庭中开展家教活动，对家长进行先进教育和养育理

念的指导，对存在问题的家庭进行干预。通过入户

指导、鼓励参与活动等方式，加强幼儿园与家庭的

联系、幼儿教师与家长的联系，家园共建，共同营造

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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