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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我国资金流动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非金融企业呈现金融化趋势逐渐成为学术界

的研究重点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业投资率，减缓全社会实物资产的积累速

度，形成产业空心化 （Orhangazi，2008；杜勇等，2019）。货币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

式，而企业金融化使得央行释放的资金未能全部进入实体经济，推高了政策调控成本。因此，深入

挖掘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对政府实施精准调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信贷期限结构是货币政策调控传导至微观企业的重要一环 （刘海明和李明明，2020），也是企业金

融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尝试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剖析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
从银行角度来看，债务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表明，信贷期限结构调整是银行参与公司治理、降

低自身风险的重要手段 （Datta et al.，2005）。货币政策调整会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态度 （Bori &Zhu，

2012），进而影响银行向企业提供信贷的期限结构。从企业角度来看，信贷期限结构影响企业未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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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宏观经济数据，从信贷期

限结构的视角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延

长企业信贷期限结构抑制企业金融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个体

的非对称效应，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期限渠道降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地区企业、政府支

持行业企业和高杠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对于银行竞争强度较弱地区企业和低杠杆企业，

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失效。信贷期限结构的提升对降低非政府支持行业企业

和低杠杆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效力不足。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金融化的

具体机制，对客观评价货币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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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不确定性（钟凯等，2016）。基于投融资结构匹配理论，当银行倾向于提供短期借款时，企业面临

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为缓解流动性冲击和财务困境，企业增持具有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的动机加强，

信贷供给短期化是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 （戴静等，2020）。因此，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探

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助于揭示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的具体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

效果。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从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的期限结构效应———企业信贷期限结

构变化视角，研究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性和融资约束视角。
第二，不仅考察了货币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信贷期限结构渠道，还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

作用的非对称效应及信贷期限结构渠道的异质性作用。第三，揭示了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的具体

机制，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及调控提供参考。

一、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

（一）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

关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蓄水池”理论和“投资替代”理论来解

释。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金融化与货币政策调整紧密相关 （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但关于

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尚无一致结论。在考虑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区分货

币政策调整引致的流动性效应和期限结构效应，能更准确地解释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其中，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指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信贷总量增加，使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货

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指宽松货币政策带来长期信贷增加，使企业信贷期限结构提升。
“蓄水池”理论认为，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未来经营做准备，减少未来现金流

的不确定性，缓解未来的融资约束 （Opler et al.，1999），具有明显的跨期资本配置特征。从货币政

策的流动性效应来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当期融资约束 （陆正飞等，2009），具有未

雨绸缪意识的企业，善于把握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较好的融资环境，及时增加自身的金融资产储

备 （Baum et al.，2009）。从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来看，宽松货币政策能够释放更多的长期贷

款，有助于延长企业信贷期限结构 （钟凯等，2016），更多的长期贷款降低了企业未来的流动性风

险，抑制了企业预防性储备动机，有助于促使企业减少当期金融资产配置。
“投资替代”理论认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当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

高于实业投资时，企业偏好进行金融资产投资 （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从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

应来看，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更多的可用资金，企业可能会通过配置更多的

金融资产追求更高的收益 （彭俞超等，2018）；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期，市场整体的

流动性较充裕，金融资产定价可能会偏高，甚至出现泡沫，企业通过增持金融资产获利的可能性降

低，抑制了企业通过配置金融资产进行套利的动机。从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来看，宽松货币政

策使企业长期借款占比提高，提升了企业现金流的稳定性，充足而稳定的现金流降低了研发期间资

金链断裂的风险 （Brown & Peterson，2011），提高了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张前程和范从来 （2021）
发现，信贷期限结构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实体资本回报率。货币政策期限结

构效应推动了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间的利润率均等化，企业在金融市场套利的动机减弱，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
目前，学者们对于是“蓄水池”理论，还是“投资替代”理论，是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

动因持不同意见，但基于上文分析，无论何种动机主导都无法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行为

的确定性影响。从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推动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

制企业金融化；从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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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和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图 1 金融机构贷款结构 （按部门） 及货币供应量 （M2） 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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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无法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影响的先验判断，基于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

设。
假设 1a：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影响，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了企业金融化。
假设 1b：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影响，宽松货币政策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二） 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企业信贷期限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多基于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展开，即从货币政策变化

导致信贷总量变化的角度来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推动企

业金融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整不仅会带来信贷总量的变化，也会带来信贷期限结构的

变化。钟凯等 （2016） 认为，宽松货币政策会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由前文分析可知，宽松货币

政策的流动性效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不确定影响，但其期限结构效应对企业金融化存在确定性的抑制

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从货币政策期限结构效应出发，以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为传导中介，探讨货币政

策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可能机制。
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一般由企业内部资金需求和外部资金供给共同决定，但在可贷资金有限的

情况下，企业信贷期限结构实际上由资金供给方决定 （钟凯等，2016）。在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相对

滞后的现实环境下，企业信贷的主要供给者是商业银行。基于债务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

银行而言，调控贷款期限结构是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贷款期限结构越短，银行对企业机

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越强 （Datta et al.，2005），有助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但短期贷款占比提升

会降低银行的收益，因此在决定信贷期限时，银行必须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

看，宽松货币政策的低利率，一方面，推升了资产和抵押品价值，增强了银行的风险容忍能力

（Borio & Zhu，2008）；另一方面，带来企业财务费用减少，利润、现金流增加，降低了银行对长期

贷款的风险感知。因此，宽松货币政

策能够促使银行提高其长期信贷占

比。从盈利驱动的角度来看，基于资

产替代效应，虽然低利率政策导致

长、短期贷款利率下降，但长期利率

总是高于短期利率，银行更倾向于用

长期贷款替代短期贷款。
图 1 直观地呈现了以银行为主的

金融机构①为企业提供的贷款期限结

构变动情况，企业长期贷款占比及其

增长率的走势与 M2 增长率的走势基

本吻合，说明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长期贷款占比和长期贷款占比增长率上升；仅在 2016 年下

半年—2017 年上半年 M2 增长率下降区间出现长期贷款占比和长期贷款占比增长率上升的现象，原

因可能是，2016 年下半年开始的抑制资金空转的治理整顿工作，在货币政策稳健期内提升了长期贷

款比率，支持长期贷款占比增长率上升。
从“蓄水池”理论和“投资替代”理论考察信贷期限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在前文分析中已

经充分论述，进一步从投融资期限匹配的角度分析信贷期限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期限匹配理

论认为，企业资产和债务期限相对应能降低其流动性风险。为规避流动性风险，企业有动机将债务

期限与资产期限匹配。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期限差异，信贷供给短期化可能推动实

体企业金融化。张成思和郑宁 （2019） 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规避固定资产投资风险是驱

动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由此可知，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和企业资金需求的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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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是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结构的原因之一。当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得以延长

并与长期实业投资相匹配，提升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偏好，实体企业不断加大实体资产配置将有助

于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结合前文分析，无论是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还是投融资期限结构匹配

理论，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期限结构渠道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均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综合宽松货币

政策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提出假设 2。
假设 2：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影响，宽松货币政策改善了企业

的信贷期限结构，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货币政策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ST 公司及信息不全的公司

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19777 个公司 - 年度

样本。
（二） 模型设定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模型设定如下：

Finit=α0+β1MPt+φcontrolsit+γi+Σlndustry+εit （1）
Ldebtit=α0+β1MPt+φcontrolsit+γi+Σlndustry+εit （2）

Finit=α0+β1MPt+β2Ldebtit+φcontrolsit+γi+Σlndustry+εit （3）
其中，企业金融化程度 （Fin） 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金融资产的度量借鉴顾雷雷等

（2020） 的研究，选取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 12 个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衡量。信贷期限结构

（Ldebt） 的度量借鉴戴静等 （2020） 的研究，以长期借款占负债总额的比例衡量，Ldebt 的取值越

大，企业贷款呈现长期化的趋势越明显。货币政策 （MP） 以 M2 增长率衡量，M2 增长率越高，货币

政策越宽松。
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顾雷雷等 （2020）、戴静等 （2020） 的研究。选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渠道变

量，包括融资约束 （SA，用 SA指数①衡量）、金融与实体投资相对风险 （Riskgap）、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 （EPU）、管理层持股比例 （Hold_m，用管理层持股数 / 总股本衡量） 四个渠道变量，分别用于解释

企业金融化动机的“蓄水池”理论、“投资替代”理论、实物期权假说及股东价值最大化假说。其中，

金融与实体投资相对风险用金融收益率与实体收益率三个年度滚动标准差之比衡量，该指标越大，说

明金融投资的风险越高；金融收益率等于金融投资收益除以金融投资资产，实体收益率以固定资产收

益率②替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用 Huang & Luk （2020） 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③衡量。选

取关于企业特征的变量，包括企业产权性质 （Soe，若为国有企业，取 1；若为民营企业，取 0）、规模

（Size，用总资产的对数衡量）、杠杆率 （Lev，用资产负债率衡量）、盈利能力 （Roa，用净利润 / 总资

①借鉴 Hadlock & Pierce （2010） 的研究，SA=-0.737Size+0.043Size2-0.04List。其中，Size 为总资产的对数，资产
总额单位为百万元，List 为公司成立年限。计算出的指数为负，且绝对值越大，表示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②固定资产收益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 /经营资产。经营资产＝运
营资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净值。

③Huang & Luk （2020） 借鉴 Baker et al. （2016） 的指标构建方法，以《北京青年报》等 10 份报纸作为新闻报道
检索平台，测算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选取上述 10 份报纸的依据包括报纸的影响力、数据的完整性及地区分
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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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篇幅所限，对控制变量符号的合理性分析未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产衡量）、销售增长率 （Growth_sale）、托宾 Q 值 （Q，用市值 / 总资产衡量）、总资产周转率

（Turnover，用营业收入 / 总资产衡量）。选取关于宏观因素的变量，包括省际人均 GDP （GDP_p） 和全

国 GDP 增长率 （Growth_gdp）。模型还控制了公司个体固定效应 γ 和行业固定效应 Σlndustry。由于货

币政策为时间序列变量，基准模型并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

的影响及传导渠道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在

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时，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

对式 （1） 进行估计，不考虑其他

控制变量，货币政策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影响企业金

融化的渠道变量后货币政策变量依

然显著为负；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

量及宏观经济环境控制变量后，结

果依然显著，且控制变量符号基本

符合预期①。这说明，宽松货币政

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且稳健的

抑制作用，假设 1b 成立。由前文

理论分析可知，基于流动性效应，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抑制也可能促进

企业金融化，且现有文献普遍认为

促进效应更强；基于期限结构效

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

有抑制作用。由实证结果可知，在

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

影响中，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效应

发挥了主要作用。
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

识别货币政策期限结构效应的作用

机制。如表 1 第 （4） 和第 （5） 列

所示，宽松货币政策延长了企业信

贷期限结构，考虑信贷期限结构对

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后，货币政策

系数绝对值变小，部分中介效应有

效。这说明，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

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有一定比例是通过信贷期限结构渠道实现的，假设 2 成立。因此，延长信贷期限

结构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调整信贷期限结构可以成为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有效方式。

表 1 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传导渠道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Fin Fin Fin Ldebt Fin

MP - 0.4335*** - 0.1740*** - 0.1155*** 0.3243*** - 0.1010***
(0.0217) (0.0224) (0.0240) (0.0318) (0.0245)

Ldebt - 0.0446***
(0.0121)

SA - 0.1259*** - 0.0648*** - 0.1062*** - 0.0696***
(0.0116) (0.0177) (0.0186) (0.0177)

Riskgap - 0.0009*** - 0.0008*** 0.0009*** - 0.0008***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EPU 0.0423*** 0.0383*** 0.0247*** 0.0372***
(0.0032) (0.0040) (0.0050) (0.0040)

Hold_m - 0.1257*** - 0.1236*** - 0.0359** - 0.1252***
(0.0188) (0.0189) (0.0171) (0.0190)

Soe - 0.0037 - 0.0036 - 0.0038
(0.0086) (0.0089) (0.0086)

Size - 0.0032 0.0165*** - 0.0024
(0.0030) (0.0035) (0.0030)

Lev - 0.0681*** 0.1576*** - 0.0611***
(0.0137) (0.0141) (0.0137)

Roa - 0.1162*** 0.0739*** - 0.1129***
(0.0226) (0.0231) (0.0226)

Growth_sale - 0.0049*** 0.0072*** - 0.0046**
(0.0018) (0.0021) (0.0018)

Q 0.0063*** - 0.0057*** 0.0061***
(0.0011) (0.0010) (0.0011)

Turnover - 0.0389*** - 0.0613*** - 0.0416***
(0.0056) (0.0060) (0.0057)

GDP_p 0.0074*** 0.0030** 0.0075***
(0.0011) (0.0012) (0.0011)

Growth_gdp 0.0099 0.9459*** 0.0521
(0.0965) (0.1122) (0.0975)

Constant 0.1527*** - 0.2779*** 0.0195 - 0.7232*** - 0.0205
(0.0276) (0.0529) (0.0986) (0.0950) (0.0991)

公司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19777 19777 19777 19777 19777
R2 0.0744 0.1213 0.1603 0.0965 0.1627

注：（） 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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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替换金融化水平变量的度量

基准回归中的金融资产包括了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由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涵

盖了对上下游关联企业的长期实体投资，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包括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预付款及银

行冻结资产等无法产生收益的项目，将这两个科目计入企业的金融资产范畴可能存在高估企业金融

化水平的倾向，因此，选取剔除这两个科目的企业金融化水平 （Fin1） 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目

前关于企业金融化的衡量主要有两个维度：基准回归中采用金融资产占比的维度；在稳健性检验中

拟采用从金融渠道获利占比的维度来衡量企业金融化水平 （Fin2），借鉴杨筝等 （2019） 的做法，

用投资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
2.替换货币政策和信贷期限结构变量的度量

基于货币供应量应满足 GDP
增长和物价水平增长的假设，

借鉴钟凯等 （2016） 的 做 法 ，

用货币供应量 M2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及物价水平增长率之差

来 衡 量 货 币 政 策 （MP2）。此

外，以长期借款除以长期借款

和短期借款之和衡量信贷期限

结构 （Ldebt2），以检验信贷期

限结构渠道的稳健性。
3.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期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剧烈，企

业金融化水平明显降低 （张成思

和张步昙，2016），货币政策对

金融投资的影响可能被扭曲，因

此，将 2007—2009 年的样本剔

除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由

于货币政策为时间序列，基准回

归中没有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在

稳健性检验中加入时间固定效

应。
上述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如表 2 所示，结果均与基准回归

一致，说明结论稳健。

四、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检验

（一） 银行竞争程度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偏好影响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
地区间银行的竞争程度是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银行竞争程度提高可能使银行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①

变量
替换企业金融化水平 替换企业金融化水平

（1） (2) (3) (4) (5) (6)
Fin1 Ldebt Fin1 Fin2 Ldebt Fin2

MP - 0.1216*** 0.3243*** - 0.1127*** - 0.0126*** 0.3243*** - 0.0117***
(0.0205) (0.0318) (0.0208) (0.0035) (0.0318) (0.0036)

Ldebt - 0.0273*** - 0.0029**
(0.0096) (0.0015)

N 19777 19777 19777 19772 19777 19772
R2 0.1333 0.0965 0.1345 0.0815 0.0965 0.0819

变量
替换货币政策 替换信贷期限结构

（1） (2) (3) (4) (5) (6)
Fin Ldebt Fin Fin Ldebt2 Fin

MP2 - 0.0891*** 0.1393*** - 0.0829***
(0.0135) (0.0174) (0.0136)

Ldebt - 0.0444***
(0.0120)

MP - 0.1155*** 0.5400*** - 0.1065***
(0.0240) (0.0717) (0.0238)

Ldebt2 - 0.0175***
(0.0044)

N 19777 19777 19777 19777 17594 17594
R2 0.1617 0.0919 0.1641 0.1603 0.0736 0.1584

剔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样本 控制时间效应
（1） (2) (3) (4) (5) (6)
Fin Ldebt Fin Fin Ldebt Fin

MP - 0.1938*** 0.1632*** - 0.1887*** - 0.8436*** 1.2862*** - 0.7855***
(0.0445) (0.0519) (0.0446) (0.1760) (0.2055) (0.1778)

Ldebt - 0.0307** - 0.0452***
(0.0122) (0.0119)

N 16720 16720 16720 19777 19777 19777
R2 0.1829 0.0973 0.1840 0.1825 0.1018 0.1850

变量

①相关控制变量、公司和行业固定效应均已控制。篇幅所限，完整检验结果未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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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R3=（Branch1th+Branch2th+Branch3th）/TotalBranches。其中，Branch1th，Branch2th，Branch3th 分别是该市域内分支机构数
量最多的三家银行的机构数量，TotalBranches 为该市域内银行所有分支机构的数量之和。

②对非政府支持行业结果进行 Sobel 检验，经计算 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Z|=1.4714，小于临界值 1.96，在 95%的
置信水平下无法判定存在中介效应。

表 3 银行竞争强度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银行竞争强度高地区 银行竞争强度低地区

（1） (2) (3) (4) (5) (6)
Fin Ldebt Fin Fin Ldebt Fin

MP - 0.1233*** 0.3178*** - 0.1077*** - 0.0569 0.3332*** - 0.0438
(0.0316) (0.0439) (0.0318) (0.0382) (0.0458) (0.0390)

Ldebt - 0.0491*** - 0.0392***

(0.0182) (0.0150)
N 10325 10325 10325 9452 9452 9452
R2 0.1650 0.0939 0.1675 0.1721 0.1080 0.1741

表 4 产业政策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省级政府支持行业 非省级政府支持行业

（1） (2) (3) (4) (5) (6)
Fin Ldebt Fin Fin Ldebt Fin

MP - 0.0606* 0.3601*** - 0.0416 - 0.1983*** 0.2663*** - 0.1894***
(0.0310) (0.0422) (0.0311) (0.0387) (0.0540) (0.0396)

Ldebt - 0.0527*** - 0.0333
(0.0141) (0.0216)

N 12684 12684 12684 7093 7093 7093
R2 0.1817 0.0971 0.1851 0.1381 0.0927 0.1394

从提高利润的角度出发提供更多的长

期贷款。由此，考虑银行竞争程度对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参考姜付

秀等 （2019） 的做法，利用中国银保

监会关于银行机构的金融许可证信息，

计算各银行每年在各市域内的分支机

构数量，以前三大银行分支机构占比

（CR3） ①衡量银行业竞争强度。CR3
的取值介于 0~1 之间，取值越小，说

明该市域内银行竞争程度越大。以 CR3 的平均值为界，划分为银行竞争强度高地区和银行竞争强度低

地区。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对银行竞争强度不同地区而言，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改

善效果差异不大，说明地区间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作用有限。宽松货币政策抑制了银行竞争

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水平，信贷期限结构渠道畅通；对银行竞争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水

平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在银行竞争强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恶劣、制度环境较差和经

济欠发达等原因，企业可能缺乏良好的实体投资机会 （彭俞超等，2018）。信贷期限结构的改善难以

弥补地理条件、制度环境、实体投资机会缺乏等方面的不足，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竞争强度较低地区

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有限。
（二） 产业政策

企业金融化行为还受产业政策的

影响，向海凌等 （2020） 认为，地方法

规型产业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抑制

金融套利动机、提高企业生产率等渠道

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金融化行为。本部分

通过对政府产业政策的五年规划文件进

行文字分析，按照是否为省级政府支持

行业分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以研究产

业政策对信贷期限结构渠道作用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无论是否为省级政府支持行业，宽松

货币政策均能够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支持行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渠道是畅通的，

而对非政府支持行业的作用尚不明显②。二者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支持行业相对于非支持行

业而言，虽然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但往往也是更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行业，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信

贷期限结构改善的影响大于流动性的缓解作用，使企业能更好地投入研发，避免“脱实向虚”。非政府

支持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业、食品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其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日

常经营，长期投资需求较少，导致信贷期限结构渠道难以发挥作用。
（三） 杠杆率

现有文献多关注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的影响，普遍认为金融资产配置动机会影响企业杠杆率的

变化方向 （刘贯春等，2018）。较少研究关注企业杠杆率水平对企业金融化选择的影响。本部分以

样本企业杠杆率的平均数为分界线，将全样本划分为高杠杆企业和低杠杆企业，检验货币政策对企

业金融化的作用是否受企业自身杠杆率水平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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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杠杆率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高杠杆率样本 低杠杆率样本

（1） (2) (3) (4) (5) (6)
Fin Ldebt Fin Fin Ldebt Fin

MP - 0.1825*** 0.3160*** - 0.1640*** - 0.0020 0.2973*** 0.0036
(0.0298) (0.0423) (0.0300) (0.0382) (0.0469) (0.0382)

Ldebt - 0.0588*** - 0.0187
(0.0137) (0.0166)

N 9963 9963 9963 9814 9814 9814
R2 0.1608 0.0783 0.1659 0.1737 0.1178 0.17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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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9
[2] 杜勇，谢瑾，陈建英. CEO 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19 （5）：13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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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对低杠杆企

业的金融化水平没有显著作用。对高

杠杆企业而言，信贷期限结构渠道是

货币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途径之一。
高杠杆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压力较大，

根据投融资期限匹配理论及“蓄水池”
理论，高杠杆企业有更强的金融化动

机。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一方面，

宽松货币政策延长了高杠杆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缓解了短期流动性风险，弱化了其持有金融资产

的动机；另一方面，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借贷能力，杠杆率水平越高，企

业的借贷能力越强，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融资能力较强的高杠杆企业预期能在未来以较低的成

本从外部获得银行信贷，因而降低了当前的储备动机，表现为金融化水平降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及宏观经济数据，从信贷期限结构的视角

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结构抑

制企业金融化。上述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和个体非对称效应，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期限结构渠道有

效降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地区企业、政府支持行业企业和高杠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宽松货币政策

对银行竞争强度较弱地区企业和低杠杆企业金融化水平没有显著抑制作用。非政府支持行业企业和

低杠杆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提升不能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
本文拓展了货币政策微观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强调了信贷期限结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紧缩货币政策在收紧流动性之余会进一

步压缩企业信贷期限结构，抑制企业长期投资。货币政策应考虑扭转操作，“收短放长”以维持适当

的信贷期限结构。第二，以治理金融乱象“回头看”为主的金融相关管理工作有利于在稳健货币政

策条件下提升信贷期限结构。应将实时监管长期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控制资金空转，以利于企业

长期投资。第三，应提高货币政策灵活性和精准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管理。对于银行竞争强

度较低地区的银行机构，应加大激励和支持力度，以应对信贷投放和信贷期限结构的区域不均衡问

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四，运用创新工具向创新型企业发放以知识产权为质押的中长期研发贷

款、为高端人才提供创新贷款等，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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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Policy, Credit Term Structure and the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Sun Huayu1， Zheng Liping2 and LiaoJia2

（1.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Jinan University；2.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
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annual data of China's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and macroeconomic data from 2007 to 2019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edit term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ose monetary policy can inhibit the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by extending the credit term struc－
ture of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o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has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asym－
metric effects. The loose monetary policy reduces the level of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in regions with high banking competition,
enterprises in government-supported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 leverage ratios through credit term channels. For com－
panies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lower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companies with low leverage, the monetary policy's inhibito－
ry effect on financialization has failed. Besid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edit term structure is not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in non-government-supported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with low leverage ratio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four suggestions: to maintain an appropriate credit term structure,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chaos, to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and accuracy of monetary policy, as well as to innovate monetary
policy support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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