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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Orhangazi （2008），杨典和
欧阳璇宇（2018） 归结了相关事实，将这种现象提炼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虽然企业金
融化行为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从长期看来则有明显风险特征（何红霞等，2019），并引
致主营业务偏离，乃至“空心化”（黄群慧，2017），这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抑制企业金融
化趋势的关键何在？在企业金融化的初始动因中，最突出的观点是当前金融行业利润高企，企业投
资于金融资产的收益远超实体经济项目（Demir，2009）。如果企业面临更好的实业投资机会，则有
可能会减轻企业金融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过度） 金融化问题恰恰是市场调节失灵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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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脱实向虚的大背景下，本文运用 2007—2017 年中国上市企业及宏观数
据，研究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驱动了企业的“去
金融化”过程，然而不同属性的产业政策效果有所差异，法规型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
有明显抑制作用，而规章型产业政策效力不明显。在区分不同企业属性、地区的情况下，
产业政策的具体效果也有所差异。进一步，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负、抑制金
融套利动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带来主营业务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些都能够驱动企
业降低自身金融化水平。上述机制中，法规型产业政策发挥着更强劲的作用。特别地，恰
当的地方政府激励结构能够引导地方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去金融化。鉴于此，抑制企业的脱
实向虚偏向，既要充分考虑产业政策的属性差异，也要考虑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效性，
更应当注重优化政府的激励制度安排，以增强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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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此，借助政府“有形的手”化解企业金融化的过度偏向，成为当前治理脱实向虚的一个重
要抓手。

一个直观事实是，中国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产业政策的设定与执行上。产业
政策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弥补市场不完善（Aghion et al，2015）。它是政府运用法律、
行政、金融等手段，调节各产业发展方向和机会的政策体系。从中国产业政策的指向来看，其更加
关注如何发展实体经济，鲜有产业政策积极鼓励微观经济主体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套利的案例。从这
个角度看，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对金融化的偏好。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从原有研究金融化影响特定经济因素的机理分析中脱离出
来，着重从政府制度激励层面，寻求治理企业金融化的有效模式。第二，利用《中国法律法规数据
库》筛选出地方层面的产业政策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不同属性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和
渠道。第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激励结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给出一个理解“地方
产业政策—企业金融化”的理论逻辑框架和经验证据。

一、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调节资源，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在治理企业金融化上应具有明显的作用。
本文认为，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实现：第一，企业进入金融体
系进行套利的原因是企业普遍缺乏维持经营发展的资本（张杰和杨连星，2015）。为维持生存，企
业只能缩短自身投资视野，更倾向于投资拥有超额收益的房地产业、金融业（王红建等，2016）。
而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会获得较多的银行借款（何熙琼等，2016），企业不再需要另辟蹊径获
取资金，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动机。第二，产业政策还可以通过间接引导（如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 降低企业金融化。对于政策支持的产业，地方政府配套出台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税收减免、
抵免，缓缴税款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企业为了增加有关自身发展领域
的投资，就会对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三，金融资源的引导也是产业政策重点关注的内容
之一。产业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提高主营业务利润，乃至技术创新水平，且这种效果的
大小取决于产业内部资源利用率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Aghion et al，2015）。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和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意味着资产边际收益率提高，基于资金的逐利倾向，资金会加快流入实体企
业的步伐，企业金融化程度降低。

周黎安（2007） 的“晋升锦标赛”理论表明，地方政府在特定激励下能够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地
区发展。在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分析中，同样有着浓厚地方政府意志的存在和影响
（韩永辉等，2017）。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基于此，本文得以拓展深化
的核心在于，识别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地方产业政策—企业金融化”机制，并将地方政府行为纳入
分析框架。

当前，学术界主要依据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来刻画政府行为。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两条主线出
发，对不同政府行为下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路径的变化进行探讨。一方面，基于政治激励视
角，在中国纵向压力型体制结构下，长期存在以 GDP为核心的“标尺竞争”，地方政府为了快速提
升经济绩效将更偏好于短期行为，可能会纵容企业选择能快速扩张的方式。例如，加大金融资产的
配置以获取更高收益率。当然，在新时代情境下，地方政府这种过度的“工具理性”心态正逐步扭
转，由原先的短期经济偏好特征向长期效益进行调整转变。地方政府将积极投入资金以支持企业技
术创新，加快产业升级，从而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发展环境，这会降低企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过度
需求，转向实体经济项目投资。由此看来，“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是刻画当前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体制的重要路径（卞元超和白俊红，2017）。此外，从财政激励角度出发，郭庆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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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俊雪（2010） 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中“财权上移—事权留置”的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出压力较大，无法游刃有余地配置和使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地方产业政策效力的实现，需要地方
财政给予支撑，而当地方财政力量较为富足时，地方产业政策的功能（例如，补贴企业、减税、基
础设施建设等） 方能实现，能够有效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和便利条件，强化企业对实体经济
项目的偏好并最终降低企业脱实向虚的偏向。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沪深两市 A股上市公司 2007—2017年数据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如下处

理：第一，剔除金融类企业。第二，剔除 ST和期间退市样本。第三，剔除 IPO效应。第四，本文
保留了至少连续五年不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的财务、专利等数据来自 CSMAR，Wind 数据
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宏观数据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地方产业政策数据则来自中国法律法
规数据库。
（二）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企业金融化（FIN）。借鉴张昭等（2018） 的研究，采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份额的方法来刻画企

业金融化。具体来看，FIN=（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 总资产。

2.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政策变量组（Policy，Policy-L，Policy-N）。本文借鉴韩永辉等（2017） 的处理思路，以地

方政府政策文件数来测度产业政策水平：第一，不考虑中国全域的产业政策，而更加关注地方性产
业政策，重点集中于地方政府为企业实体项目生产经营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不考虑地域局限性较
强、影响规模较小的行业规定、团体条例以及市级地方性文件。第三，剔除“已失效”政策，保留
“已被修订”“已被修正”“现行有效”“部分失效”的政策。第四，利用 Python爬虫工具，在中国法律
法规数据库中筛选出有效的产业政策文件。以“产业”“工业”“行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高
科技产业”“专利”“研发”“技术创新”作为关键词，归集并筛选数据库中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每年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

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在作用方向和传导路径上存在不同（乔志程等，2018）。一般认为，地方法
规（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较政府规章的位阶更高，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权威性也强于政
府规章（由政府部门制定执行）。鉴于这些差异，本文将产业政策文件进一步分为法规型产业政策
（Policy-L） 和规章型产业政策（Policy-N）。

3.控制变量
为提高研究精度，本文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 及其平方项、资产负债

率（LEV）、股权集中度（Equity，第一大股东集中度）、总资产（Lnasset）、总收入（Lnincome）、资
本密集度（Capital，总资产与主营业务之比）、净利润增长率（NPG）、两职合一（Mega，董事长
与总经理兼任时为 1；否则，为 0） 与审计意见（Opin，审计单位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为 0；否则，
为 1）。
（三） 模型设定
为验证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实证研究模型：

FINit=α+β1Policyit-1+∑ΦCVit+∑Year+∑Industry+εit （1）
其中，企业金融化（FIN） 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Policy为地方产业政策水平，包括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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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L，Policy-N三个指标，分别代表地方产业政策总数、法规型产业政策数和规章型产业政策
数（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在控制变量组 CV中，则包括前述控制变量；ε为模型随机误差项。

三、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金融化
表 1报告的是基准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总体上地方产业政策在抑制企业金融化上起到重
要作用，这同前文机制讨论所呈现出的结果保持
一致。进一步地，两类产业政策指标———地方性
法规 （L.Policy-L） 和地方性规章（L.Policy-N）
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展现出明显异质性特征。
具体来看，法规型产业政策对金融化的抑制较
为明显，而规章型产业政策并没有展现出具有
显著差异的影响。

这说明，并非所有地方产业政策都能在抑
制企业金融化上有所作为，产业政策的发挥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有效特征（总产业政策指标之所以
显著，是由法规型产业政策指标推动的）。本文认为，首先，法规型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都需通过较为严苛的法定程序，这类产业政策往往会严格按照既定的方针政策执行，而规章型产业
政策在批准、实施中没有严格流程，企业有可能同政府进行合谋，从而降低了这类产业政策的效
力；其次，地方性法规是立法性行为，对政府和企业都具备法律约束效力，而地方性规章是行政行
为，缺乏法律支撑和相应的规范及保障，执行力度自然没有地方性法规强；此外，产业政策属性不
同，其导向不同，地方性法规多以区域远期规划为主，而地方性规章则大多集中于发挥短期引导和
促进总量积累的政策。这意味着，地方法规型产业政策由于其导向更能符合企业长期发展要求，企
业在能获得长期稳定支持下，将精力集中于实体生产活动，更愿意降低金融化程度；而地方规章型
产业政策的短期导向性则使企业容易受短期经济利益的扰动，难以对降低企业金融化产生有所裨
益。
（二） 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全样本进行分组，

得到“国有企业—非国有企
业”“制造业—非制造业”两
个组别，以识别产业政策影
响企业金融化的异质性特征
（见表 2）。

表 2 显示检验产权属性
差异化下地方产业政策对企
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
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金融化影
响并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
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均较为明
显。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始终
存在国家信誉支撑，能够在市

表 1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准回归
因变量：FIN M(1) M(2) M(3)

L.Policy -0.003**
(-2.56)

L. Policy-L -0.003***
(-2.62)

L. Policy-N -0.001
(-0.85)

N 14957 14957 14957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
上显著；括号中是经过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 t 统
计量；相关控制变量，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具体结果省略。下同。

表 2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企业属性异质性
因变量：FIN M(1) M(2) M(3) M(4) M(5) M(6)

L.Policy -0.001
(-0.38)

-0.006***
(-3.37)

L. Policy-L -0.001
(-0.28)

-0.006***
(-3.36)

L. Policy-N 0.001
(0.59)

-0.003**
(-2.25)

分组依据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N 7674 7674 7674 7283 7283 7283

因变量：FIN M(1) M(2) M(3) M(4) M(5) M(6)

L.Policy -0.004***
(-3.11)

-0.002
(-0.91)

L. Policy-L -0.005***
(-3.31)

-0.002
(-0.97)

L. Policy-N -0.001
(-1.18)

-0.001
(-0.38)

分组依据 制造业 非制造业
N 9090 9090 9090 5867 5867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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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获取优势垄断地位并获取超额利润。在当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大量金融资源沉
淀在企业内部会衍生诸多成本，国有企业会更加偏好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相比之下，非
国有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且自身面临的资源边界约束更为强烈，以致金融化成为其获
取金融资源（利润） 的重要渠道。如若地方政府能够向这类企业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例如，产
业政策），则能够较为明显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从而有效引导这类企业向实体经济倾
注努力，降低对金融化的过度依赖。表 2进一步检验了制造业属性差异下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
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具有明显的去金融化功效，但对于非制造业
企业影响并不明显。本文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制造业发展面临着
相当的阻力。为有效维系自身生存，制造业企业往往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新利润点，而金融化
是一种便捷方式。这类企业如能够得到产业政策有效支持，则有助于提高，其在实体项目中的获
利能力，从而减少金融化需求。

进一步地，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微观的企业属性差异转移到宏观的地区异质性，将中国划分为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板块，并根据这三大板块进行了分区估计（见表 3）。

回归结果显示，产业政策在东部地区的系数均为负值且高度显著；L.Policy，L. Policy-L在中部
地区都不显著，反而是 L.Policy-N系数为正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地方产业政策所展现
出的影响同东部地区较为类似。本文认为，以金融资产投资为代表的金融化并非是塑成核心竞争力
的有力途径，极易导致企业，乃至产业“空心化”，在东部地区较为激烈的竞争中，通过金融化来
塑成竞争力并非优选。例如，地方政府能够给予企业更多支持，当地企业会在产业政策引导下强化
主业发展，降低对金融化的依赖。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有强烈经济赶超需求，如何缩小与其他地区
的差距，是中部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在政府激励的影响下，当地企业更加关注如何有效积累
规模总量，以金融化来提升规模和效益是实现赶超战略的“捷径”。因此，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并不
能够有效降低该地区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甚至在规章型产业政策刺激下，企业脱实向虚有着加剧倾
向。同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环境较差，经济活跃程度较低，当地企业想要从事实体
经济项目具有相当难度，只能转向那些不具备地域限制的金融投资活动。但必须承认的是，就西部
地区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如何形成有效市场供应和优质生产力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关注
的重点。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供给度越高，则越能够给企业带来活力，从而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实体
经济项目的发展，降低对金融化的偏好。

四、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机制识别

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二者的机制依旧处于黑箱之中。为充分辨析这两类因素
间的影响路径，本文引入中介变量进行机制研究。中介变量指标选取原则是，一方面，该指标要与企
业金融化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又要与地方产业政策紧密关联。对此，本文借鉴了叶显等（2019） 的

表 3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地区属性异质性

因变量：FIN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L.Policy -0.008***
(-5.39)

0.002
(0.62)

-0.006**
(-2.34)

L. Policy-L -0.007***
(-4.38)

-0.001
(-0.34)

-0.006**
(-2.02)

L. Policy-N -0.006***
(-4.80)

0.004**
(2.23)

-0.006**
(-2.13)

分组依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N 10247 10247 10247 2665 2665 2665 2045 2045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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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机制检验

Panel A：Tax M(1)
F.FIN

M(2)
Tax

M(3)
F.FIN

M(4)
F.FIN

M(5)
Tax

M(6)
F.FIN

M(7)
F.FIN

M(8)
Tax

M(9)
F.FIN

L.Policy -0.004***
(-3.13)

-0.001
(-1.61)

-0.003**
(-2.56)

L.Policy-L -0.004***
(-3.03)

-0.003***
(-3.39)

-0.003**
(-2.34)

L.Policy-N -0.002
(-1.27)

0.001
(0.17)

-0.001
(-0.79)

Tax 0.080***
(7.41)

0.080***
(7.37)

0.081***
(7.46)

Sobel检验 机制中断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中断
N 11329 13804 10389 11329 13804 10389 11329 13804 10389

Panel B：Driven M(1)
F.FIN

M(2)
Driven

M(3)
F.FIN

M(4)
F.FIN

M(5)
Driven

M(6)
F.FIN

M(7)
F.FIN

M(8)
Driven

M(9)
F.FIN

L.Policy -0.004***
(-3.13)

-0.076***
(-4.42)

-0.003**
(-2.27)

L.Policy-L -0.004***
(-3.03)

-0.084***
(-4.73)

-0.003**
(-2.06)

L.Policy-N -0.002
(-1.27)

-0.049***
(-3.17)

-0.001
(-0.70)

Driven 0.014***
(23.36)

0.014***
(23.35)

0.014***
(23.44)

Sobel检验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N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Panel C：LnPati M(1)
F.FIN

M(2)
LnPati

M(3)
F.FIN

M(4)
F.FIN

M(5)
LnPati

M(6)
F.FIN

M(7)
F.FIN

M(8)
LnPati

M(9)
F.FIN

L.Policy -0.004***
(-3.13)

0.129***
(10.27)

-0.003**
(-2.54)

L.Policy-L -0.004***
(-3.03)

0.121***
(9.36)

-0.003**
(-2.51)

L.Policy-N -0.002
(-1.27)

0.097***
(8.66)

-0.001
(-0.75)

LnPati -0.006***
(-6.87)

-0.006***
(-6.90)

-0.006***
(-7.04)

Sobel检验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N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Panel D：Profit M(1)
F.FIN

M(2)
Profit

M(3)
F.FIN

M(4)
F.FIN

M(5)
Profit

M(6)
F.FIN

M(7)
F.FIN

M(8)
Profit

M(9)
F.FIN

L.Policy -0.004***
(-3.13)

0.105*
(1.77)

-0.004***
(-3.02)

L.Policy-L -0.004***
(-3.03)

0.127**
(2.08)

-0.004***
(-2.93)

L.Policy-N -0.002
(-1.27)

0.019
(0.36)

-0.001
(-1.18)

Profit -0.001***
(-4.43)

-0.001***
(-4.45)

-0.001***
(-4.49)

Sobel检验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有效—负向传导 机制中断
N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11329 14957 11329

方法测算企业税收负担（Tax）、金融套利动机（Driven） ①、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Lnpati；发明专利申
请数对数值）、主营业务利润率（Profit；主营业务利润同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比率） 四项指标。

从表 4 Panel A可以发现，法规型产业政策能显著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而规章型产业政策并没

①金融套利动机测度方法为：Driven=（金融渠道获利-营业利润） / |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利润） /
|营业利润|。该指标越大，意味着金融渠道获利能力较之自身的实体经济项目获利更为丰厚，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
从事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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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税收调整依赖于相关法律，法规型产业政策恰好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而地方规章型产业政策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推动企业减税上效果大打折扣。进一步地，如果实体企
业背负较重税收负担，其成本会大幅升高并造成税后利润锐减。这为实体企业向投资周期短、收益
高的金融资产索求收益提供了激励。不难发现，当产业政策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时，则可以降低
对金融化的依赖。综上，“法规型产业政策→（减轻） 税收负担→（促进） 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机制
路径得以确证。

在 Panel B中，本文按“产业政策→金融套利动机→企业金融化”路径进行检验。研究发现，
无论是法规型，还是规章型产业政策，都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套利动机。确实，地方产业政策不单
能够对企业进行降税减费，还有助于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环境，有效激发企业经济活力，刺激
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地，在企业资源边界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实体经济活动同金融资产配
置活动是相互替代的。地方产业政策提升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积极性的同时，会驱动企业降低金
融资产配置的水平。

在 Panel C中，本文试图为“地方产业政策→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企业金融化”路径提供证据。
从结果来看，两类产业政策都能显著促进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其因在于，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
企业自身创新成本降低，从而提升了有效的技术创新水平，为提高综合竞争力提供保障。而企业核
心技术升级能够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进一步引导企业将重心重新移回实体生产，降低企业对金融化
的偏好程度。

在 Panel D中，本文以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中介机制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法规型产
业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提高，而规章型产业政策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法规型产业政策由于其强制性和规范性，更能切实为企业打开获利空间。企业主营业务受
到地方产业政策支持从而利润增长较快时，更倾向于将资金投资于实体业务，由此抑制资金流入金
融市场的倾向，即“法规型产业政策→（提高） 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抑制） 企业金融化”这一
路径成立。

五、拓展性研究：基于地方政府激励结构视角下的新证据

地方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地方政府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必然会受
地方政府意志（行为） 的影响。因此，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下的产业政策效力变化，是理解地方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途径。本文拟创新性地在“地方产业政策—企业金融化”研究范式
基础上嵌入地方政府行为因素，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边界。

本文拟从刻画地方政府行为的政治考核激励和财政分权出发进行探讨。首先，借鉴周黎安
（2007） 的“晋升锦标赛”思想，从地方一般性 GDP竞争和技术创新竞争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政治激
励。由某省所处地区板块的 GDP（总专利申请数） 增长率均值减去该省 GDP（总专利申请数） 增长
率所得的差额，分别得到政府的经济增长激励（为增长而竞争，GDP-Press） 和创新增长激励（为创
新而竞争，Innov-Press）。如若该差额大于 0，则意味着该省的相对经济（创新） 绩效较差，官员面
临的政治晋升风险较大，必然会驱动官员为特定指标考核进行竞争。其次，以财政分权（FD） 来刻
画地方的财政激励结构，本文拟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中央级别的财政收入的比值来测度财政分权
（Jin & Zou，2002）。

在表 5中，本文考察地方政府政治激励结构在“地方产业政策—企业金融化”中的差异化影
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导向下，只有法规型产业政策能够带来企业金融化
的抑制效果，而规章型产业政策，乃至总产业政策同地方 GDP 考核压力的交互项都无法通过统计
显著性检验。本文认为，尽管地方产业政策更加关注实业的发展，在 GDP 考核下地方政府会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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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将资源注
入实体经济中。但这种“为
增长而竞争”的考核模式毕
竟更注重短期性。在此导向
下的企业依旧有动机通过
“多快好省”的金融化投资
方式扩大规模体量。因此，
在这种导向下，地方产业政
策仍有改进优化的空间。进
一步研究发现，三类产业政
策指标同 Innov-Press 的交
互项均为负值且通过了10%
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本文认
为，一方面，在该导向下的
企业有着更大的技术创新考
核压力，会加快企业技术创
新的迭代步伐，能够有效形
成长期核心竞争力，提升盈
利能力，而无需再通过金融
资产配置行为来获取利润；
另一方面，以创新为核心的
考核导向，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长期效益，
企业关注短期（金融） 利润的动机也会逐步
减少。由此，地方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能够
发挥更强的效力，即便是在原有情境下（见
表 1） 无法显现显著效力的规章型产业政
策，也有着一定的优化趋向。

进一步地，本文在“地方产业政策—企
业金融化”框架内嵌入了财政分权因素（见
表 6）。整体来看，地方产业政策与财政分
权的交互项系数大多显著为负，说明在财政
分权较大的情况下，地方产业政策强度越
大，则越有利于降低企业金融化。这主要是
因为，财政力量富足是地方政府意志实现
的基础，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的支持才能落到实处；而地方财政分权较小时，其财政资源边
界约束明显，极大地限制了地方产业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资
源的充分利用，必须有较强的约束方能实现。实证结果来看，法规型产业政策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
（L.Policy-L×L.FD） 为负且高度显著，而规章型产业政策同财政分权的交互项（L.Policy-N×L.FD）
系数方向尽管符合预期但并不显著。可见，作为具有立法性质的产业政策，其制定和执行更具科
学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无疑能够满足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需求，仅依靠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难
以调动资源实现既定目标。

表 5 地方产业政策、政治激励与企业金融化

因变量：FIN M(1) M(2) M(3) M(4) M(5) M(6)

L.Policy -0.003**
(-2.28)

-0.003**
(-2.26)

L.Policy-L -0.003**
(-2.27)

-0.003**
(-2.29)

L.Policy-N -0.001
(-0.88)

-0.001
(-0.68)

L.GDP-Press 0.245**
(2.05)

0.354***
(3.54)

0.085
(1.08)

L.Innov-Press 0.087***
(3.10)

0.077***
(3.44)

0.040**
(2.29)

L.Policy×L.GDP-Press -0.049
(-1.44)

L.Policy-L×L.GDP-Press -0.097***
(-2.91)

L.Policy-N×L.GDP-Press -0.000
(-0.02)

L.Policy×L.Innov-Press -0.023***
(-2.84)

L.Policy-L×L.Innov-Press -0.023***
(-3.14)

L.Policy-N×L.Innov-Press -0.012*
(-1.76)

N 14957 14957 14957 14957 14957 14957

表 6 地方产业政策、财政激励与企业金融化
因变量：FIN M(1) M(2) M(3)

L.Policy -0.003
(-0.91)

L.Policy-L 0.001
(0.21)

L.Policy-N -0.001
(-0.26)

L.FD 0.132***
(3.21)

0.166***
(4.33)

0.067**
(2.52)

L.Policy×L.FD -0.020**
(-1.98)

L.Policy-L×L.FD -0.035***
(-3.18)

L.Policy-N×L.FD -0.010
(-1.26)

N 14957 14957 1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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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数据测度了地区产业政策水平，进而与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数
据进行匹配，试图找出“地方产业政策—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并诠释其微观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实
证检验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
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法规型产业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十分明显，而规章型产
业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上述特征在不同企业属性、不同地区板块中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第二，法规型产业政策能通过减轻税收负担、削弱金融套利动机、促进实质性创新和提高主营
业务利润率等手段抑制企业金融化，而规章型产业政策只有在削弱企业金融套利动机、促进企
业实质性创新的路径表现出一定功效。第三，政府行为激励是影响地方产业政策效力发挥的重
要条件。在 GDP 考核压力下，仅法规型产业政策表现出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而在技术创新考
核下，多元产业政策均能表现出对企业金融化的显著抑制；在财政资源相对富足的条件下，法
规型产业政策更能发挥其引导作用。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坚持产业政策作为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稳定实体经
济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运用产业政策调节，才能保持实体经济活力。第二，坚持差异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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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产业政策应配合财税政策，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发展潜力，提高实体经济收益率。第四，
规范市场发展、鼓励实体企业科技创新。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应尽力改善市场
环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第五，优化地方政府激励结构，
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方法，在短期、长期发展目标间取得平衡，既要关注 GDP增长，更要
考核科技创新成果。加强地方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的监管力度，真正为企业长期发展注入
活力，降低金融化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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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Gover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Xiang Hailing1， Guo Dongqi1 and Wu F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2.Laboratory for Behavioral and Regional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Summary： In the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of hig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olve the enterprise's detachment from re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verify whether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finan－
ci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to match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7 with macro data, and establishe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local industrial policy-finan－
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and introduces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to carry out in-depth discu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do drive the“de-financialization”of enterprises. Regulatory industrial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but they are not as effective. Furthermore,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orporate tax burdens, suppress financial arbitrage motivations, enhance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bring about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main business development, all of which can
drive companies to lower their level of financialization. In particular, an appropriate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 structure can
guide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to drive enterprises towards definanci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dhering to differentiated industrial policy supply;
forming an industrial policy supporting system; standardizing market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the government incentive
system.

Keywords： Local Industrial Policy；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Government Behavior；Mechanism Path
JEL Classification： L16，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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