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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促进技术创新吗？ 

 

吴延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中央向地方的财政与行政分权赋予地方官员辖区经济自主权，但地方官员的经济行政权

力并未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激励地方

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同时，也引发地方官员短视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偏向性招商引资政策和政

企合谋等问题，进而削弱各类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负向影响专利强度和研发强度。考虑测量误差、反向因果、遗漏变量

等因素后，实证结果保持稳健。完善官员监管体系、减少政府经济干预，方能进一步释放财政分权

体制的经济增长潜力。 

关键词：财政分权；技术创新；官员激励；经济干预；专利；研发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

定性力量。1995 年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教发展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2006 年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立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2012 年十八大提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2017 年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央政府再三重申，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在中央政府持续推动下，中国技术创新取得长足进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与国内生产

总值（GDP）之比，由 1995 年的 0.57%增长到 2016 年的 2.11%①。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由 1986

年的 2671 件增长到 2016 年的 1628881 件，年均增长率达 32.92%②。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未摆脱

粗放式增长路径。中国煤炭、石油、电力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

以 2014 年为例，中国 GDP 占比 9.1%，中国煤炭、石油、电力消耗量占比则高达 49.8%、12.4%和

24.3%③。中国 GDP 总量自 2010 年起已名列世界第二，但创新水平与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

全球综合创新指数排名中，2010 年中国位居第 43 位，2013 年第 35 位，2014 和 2015 年第 29 位，

2016 年第 25 位，2017 年第 22 位④。中国整体创新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与世界科技前沿仍有巨大差

距，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资源投入型增长动力不断衰减，

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亟需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目前文献多聚焦于分析技术创新的市场影响因素，鲜有文献从制度层面和

官员激励视角，探析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深层原因。本文以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为切入点，寻

根究底，尝试揭示该制度影响技术创新的机理机制。通常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向地方政府下

放财政权与行政权，地方政府间形成类似联邦制的地区分权结构，进而引发地区间标尺竞争，促进

                                                        
* 作者简介：吴延兵（1975-），男，汉族，山东省嘉祥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创新、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行

为，电子邮箱：wuyb@cass.org.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技术创新的制度影响因素研究”（14BJY019）。当然文责自负。 

①《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第 6 页。 
②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③中国和世界 GDP（以 2005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数据来自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煤炭、石油、电力数据来自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④根据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整理，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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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增长[1-2]。文献综述亦表明，财政分权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3]。不过，近来不少

学者注意到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负面激励：地方政府追求财税收入和经济增长，忽视教育、医疗等

社会性公共品供给[4-5]。 

最近有文献关注到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周克清等利用 1997-2009 年

省级数据、周彬等利用 2007-2012 年省级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促进政府科技支出[6-7]。潘镇等

运用 1994-2006 年省级数据，发现财政分权增进政府科技支出，但地区间竞争削弱财政分权的科技

促进作用[8]。白俊红等基于 2001-2013 年省级数据，发现财政收入分权抑制政府科技支出，财政支

出分权却产生积极效应[9]。顾元媛等基于 1997-2010 年省级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显著降低地方政府

的企业研发补贴[10]。张梁梁等运用 2003-2013 年地级市数据，发现财政分权负面影响政府科技支出
[11]。大体而言，财政分权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效果可分为两类：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研究结论

莫衷一是，由此而生的政策涵义也大相径庭。 

以上文献有助于人们认识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但它们的不足之处也不容忽视。首先，现有文

献重点分析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分析财政分权与广义技术创新之间

的关系。政府科技支出只是技术创新的一个方面，广义上的技术创新则涵盖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投

入与创新产出行为。探讨财政分权对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的影响，能够更全面地捕捉财政分权的创

新效应。其次，现有文献没有充分考虑财政分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考察财政分权对整体技术创新

而非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有助于缓解财政分权变量在模型中的反向因果难题，因为相对于各

类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而言，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制度更具外生性。而且，我们以市场分割指数作

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有望进一步克服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财政分权内生性问题。最后，更为重

要的是，既有文献未深入分析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中国财政分权建立在垂直集中官

员治理模式之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可简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中国式财政分

权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激励，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目前尚缺乏这方面机制的清晰阐释。 

一般意义上，财政分权能够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因而有利于激

发技术创新。不过，中国式财政分权却可能造成技术创新供给不足。与通常的生产性投资相比，技

术创新具有特殊属性：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溢出效应大。地方官员为最大化任职期间的经济政治

利益，有激励利用辖区财政和行政自主权，侧重见效快、易彰显政绩的短平快项目，漠视见效慢、

难彰显政绩的创新项目。中央政府主要依赖自上而下垂直机制监督地方官员，但由于中央地方间信

息不对称、监管成本高昂，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扼制地方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地方官员的短视近利

行为借由政府所掌控的资源与政策等强有力“有形之手”，能够削弱各类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

最终造成中国总体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增长模式转型困难。本文在细致考察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背景

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技术创新的理论假说，然后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理论假说。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阐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机理；第

二，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角度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第三，识别财政分权与技术创新之

间的因果关系。后文第二节提出理论假说，第三节设定计量模型、介绍数据，第四节报告实证检验

结果，第五节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传统财政联邦理论认为，中央向地方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现代财政

联邦理论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范畴，将传统分权思想应用于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增长[12]。其基本思

想是：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相互竞争，辖区间竞争促使政府放松管制、推进

市场化进程，形成所谓“市场维护型联邦制”。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增长，Montinola

等[1-2]提出“中国式联邦制”——中国的中央-地方政府间组织结构，类似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分权结

构，符合“市场维护型联邦制”的基本特征，中国因此实现强劲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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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维护型联邦制”遗漏了财政分权赖以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基础。Rodden 等认识

到，该理论屏蔽掉政治制度背景，没有考虑实际政治过程[13]。杨其静等认为，该理论缺失政治微观

基础，忽视有效分权的必要条件，忽略分权的负面效应[14]。Bardhan 指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往往缺少有效分权的条件，如人口自由流动、官僚受到居民约束等[15]。Cai 等针对“中国式联邦制”

提出如下质疑：它强调中央向地方分权必须保持高度稳定性，事实上中央可以随时收回下放的行政

和经济权力；它强调分权和竞争能够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事实上地方政府经常为亏损和负债的

国企背书[16]。中国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也被实证文献观察到，例如地方政府偏向基本建设等生产性

支出，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用设施等公共品供给[17-18]。 

中国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有何影响？理论上，财政分权引发地区标尺竞赛，推动地方试验，有

利于技术创新。不过，如前所述，财政分权并非单独发挥作用，它嵌入到特定政治制度之中。中国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中国财政分权建立于中央垂直集中官员治理模式之上[4-5]。这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可简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在财政分权下，为最大化任期内经济政

治利益，地方官员有激励利用辖区决策自主权，侧重任期内短期经济绩效，忽视任期外长期经济绩

效；在自上而下垂直集中官员治理模式下，由于中央地方间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遏制地

方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教育、医疗等社会性公共品，短期内无法彰显官员政绩、无法兑现为经济

增长，因而就不为地方官员所重视。与之类似，技术创新也具有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短期内难以

彰显官员政绩的特性，技术创新应同样不为地方官员所重视。不同的是，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主要

由政府供给，而技术创新不局限于政府供给，企业等市场微观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于是，地方

官员虽然可以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倾向，但难以直接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地方官员主

要借助政府所掌控的资源和政策等强有力政府“有形之手”，间接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

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与其影响社会性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来说，

中国式财政分权造成地方官员短视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偏向性竞争政策和政企合谋等不利于技

术创新的环境氛围，进而弱化市场微观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官员行为短视化，抑制财政资源向创新领域配置。垂直集中官员治

理模式使得地方官员主要受到垂直方向的监督和制约，其所受的水平方向（居民、企业、新闻媒体

等）的监督和制约非常有限。垂直监督面临着如下监管难题：中央地方间信息不对称，官僚层级过

长造成信息传输损耗和失真，上级对直接下级缺乏足够的监管激励（可能形成共谋）。在垂直监督

成本高昂、监管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则可利用辖区财政和行政自主权，制定于己有利的财

政政策，侧重任期之内的短期利益。此外，地方政府职责具有多维度、多任务、不易量化的特性[19]，

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来综合评价地方官员的政绩。事实上，

由于有效信息缺乏且信息成本高昂，中央政府通常依据易观测、易度量的 GDP 指标考核地方官员，

并将 GDP 增长与官员任免紧密挂钩[20]，这促使地方官员更加侧重那些快速带来 GDP 增长的投资项

目。技术创新具有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的特性，它虽有助于提升地区长期竞争力，但短期

内不能转化为 GDP、不能产生即期利益，因而也就不为地方官员所看重。地方官员急功近利式投

资行为的直接结果，是政府财政资源更多被配置于生产性领域、较少被配置于科技创新领域。统计

数据表明，2007-2016 年期间，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22.7%，科技支出占

比只有 2.2%①。财政性科技支出占比过低，无法形成有力的市场创新带动效应，不利于营造鼓励技

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整体上抑制技术创新步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主导、干预地方经济，削弱市场微观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中央

向地方的行政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使得地方政

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实际权威，形成事实上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具体

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地方政府控制着财政、土地、矿藏、融资平台等巨量经济资源，拥有项目

                                                        
①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生产性支出由五项加总而成：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金融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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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经营许可证发放、土地资源使用、投资限制等诸多经济行政权力。第二，地方政府能够借助

产业政策影响市场投资行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常伴随着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地方政府借此能够引导市场主体投资于政府中意的领域和行业。第三，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地方

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在水平监督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官员干预市场运行的权力很难受

到有力掣肘，于是，中国式财政分权下所形成的地方官员短视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自身的

财政支出倾向，而且能够借助强有力政府“有形之手”，影响诸多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倾向。地方官

员动用财税资源、运用政策优惠手段，追求规模扩张，而非追求稳步增长，造成各类市场主体的急

功近利投资行为，严重削弱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政府主导型经济经常采用

行政壁垒、市场管制等手段干预市场运行，加大了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既不利于

新企业设立，也不利于既有企业开展创新项目。现实中可观察到，政府主导型经济往往造成一哄而

上、高度同质化的行业发展态势，导致一些产业短期内就陷入重复建设甚至全行业亏损困境之中。

光伏行业短短数年内一跃成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最后却造成行业产能过剩、企业负债累累，背

后就是地方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偏向性招商引资政策，阻碍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财政分权引

发地方政府为争夺财税资源而展开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招商引资竞争有助于促成快速经济增长，

但在官员行为短视近利、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的条件下，其未必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官员为追求即期利益和政绩，偏重短期内易产生收益、易彰显政绩

的短平快项目，相对忽视短期内难产生收益、难彰显政绩的创新性项目。短平快投资能快速增加本

地税基、能取得“立竿见影”式经济增长效果，引进该类投资就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中

之重。当有限的资源、政策集中于短平快引资项目时，新兴企业、科技企业就得不到有力扶持，创

新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就受到阻塞，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降低。其次，在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中，

资源禀赋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较薄的地区往往缺乏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放弃参与竞

争，甚至转变为纯粹的“掠夺者”，因为它们已经注定是竞争的失败者。此类地方政府，若无积极

性参与地区竞争，遑论有积极性推进技术创新，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最后，

招商引资竞争使得资本跨地区流动畅通，户籍制度则使得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受阻，从而一定程度上

造成资源错配和误置。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籍捆绑在

一起，导致居民迁移成本高昂，导致“用脚投票”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户籍限

制及由此而生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造成各类人才资本未能和物质资本充分匹配，从而降低人力

资本的研发效率、延缓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进程。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阻滞市场进入和创新投资。中国式财政分权创设

出地方官员向企业设租寻租的有利条件：地方官员拥有辖区项目审批等经济自主权，而这些经济与

行政权力并未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企业为获取政治经济资源，也千方百计与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

联。政企合谋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市场竞争，削弱企业采纳、投资新技术的积极性。首先，政企合

谋刺激企业采用低成本粗放生产方式。地方政府既可能监督当地企业，促使企业采取重视安全、保

护环境、节约资源的集约生产方式，也可能与当地企业合谋，纵容企业采取忽视安全、破坏环境、

损耗资源的粗放生产方式。由于中央政府很难观察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地方官员倾向选择

于己有利的、经济效果立竿见影的粗放生产方式，而不予考虑该生产方式的社会成本[21]。在地方政

府庇护下，政治关联企业为赚取更多利润，也有积极性采取低成本、不安全、不环保的粗放生产方

式。其次，政企合谋造成行政垄断，恶化竞争环境。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额外经济资源，能够获

取受政府保护的市场垄断力量，从而有效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这不仅抑制政治关联企业投资

新技术的积极性，也挫伤非政治关联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后，政企合谋破坏法律效力，

加大行政环境不确定性。在良好的法律保障、公平的行政环境下，投资者技术创新的能动性较大，

创新项目的外部掣肘较少，创新投入、创新成果相应较多[22]。政企合谋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行贿

受贿等黑箱操作，破坏法律效力和执法效果，导致企业无法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使得企业丧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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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创新动力。 

综上，中国式财政分权引发地方官员短视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有偏招商引资政策、政企合

谋等问题，进而削弱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阻碍技术创新步伐。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待实证检

验的理论假说：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技术创新。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1978 年以来中国内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面板数据，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0 1it it i t itINN FD X u u           

其中，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INN 表示技术创新，FD 表示财政分权度；ui 为省份固定效应，

用来刻画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u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刻画不随

省份变化的时间特征，如全国性的宏观因素、经济政策等；X 为控制变量向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理论假说，我们预期财政分权系数估计值 α1统计上显著为负，即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抑

制作用。 

技术创新分别用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度量。创新产出表示为专利授权量占实际 GDP 的比重（记

为 pat/rgdp，实际 GDP 以 1978 年价格计算），衡量每单位实际 GDP 所含的专利数量，可称为专利

强度。以实际 GDP 作为权重，目的是控制各省实际经济规模的影响。创新投入表示为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记为 rd/gdp；下文如无特别说明，GDP 即指名义 GDP），可称为研发强度；该变量中，

分子分母都含有价格因素、两者相除可消除价格，研发与 GDP 故而都采用名义值。 

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财政分权表征中央向地方下放的经济权力，可分别从财政支出维度

和财政收入维度度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几经变革（如，利改税、财政包干制、分税制），

地方政府征税范围、收入分成比例随时间不断变化，导致财政收入分权存在着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权责相对明确、地方财政支出范畴相对稳定，财政支出分权能够更准确、一

致地刻画财政分权度。有鉴于此，本文遵循相关文献的通常表示方法[17,23-24]，用如下两个指标度量

财政分权。 

it
i

it

t

t

t

bfd 预算财政支出
省预算财政支出 /省人口

中央预算财政支出 /全
分权  

国人口
：  

it it it

t t t

itcfd 
(省预算财政支出 +省预算外财政支出 )/

总财政支出分权：
省人口

(中央预算财政支出 +中央预算外财政支出 )/全国人口
  

预算财政支出分权（bfd）只考虑中央和地方的预算财政支出，总财政支出分权（cfd）综合考

虑预算财政支出和预算外财政支出。由于预算外支出具有相当的规模，总财政支出分权能更真实地

刻画分权度。上述财政分权指标均采用人均化形式，以控制各省人口规模的影响。为稳健起见，核

心解释变量还用如下两指标度量：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记为 fis）、市场化指数

（记为 mar）。预算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的程度越高、财政

分权度越高，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可能越低。市场化指数表征各省市场化进程，可作为政府分配经

济资源的反向指标，预期市场化指数对技术创新有正影响。 

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用两个指标表

示：一是工业化程度，表示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记为ind）；一是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表示

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记为ser）。理论上，工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技术创新水

平越高。对外开放度表示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记为tra）。国际贸易促进知识、信息、

                                                        
①1988 年设立海南省，1997 年设立重庆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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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流动，加剧市场竞争，预期其对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用人均公路里程表示（记

为roa）。经济发展水平用滞后一期人均实际GDP表示（记为rpc）。 

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着异方差，省内技术创新水平、省内随机误差项均可能存在

着序列相关，本文估计结果将报告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针对财政分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以市场分割度（记为seg）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

性检验。 

（二）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专利授权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年份为 1987-2014 年。研发支出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年份为 2000-2014 年。预算财政支出分权、总财政支出分权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前者年份为 1978-2014 年，后者年份为 1987-2010 年（2011

年起，预算外财政不再单列）。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25]，年份为 1997-2009 年。市场分割度测算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后文将详细介绍市场分割的计算方法），年份为 1988-2013 年。其他变

量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 1 报告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技术创新产出看，1987-2014 年，每百亿元实际 GDP 平均产

生 285 项专利，每百亿元名义 GDP 平均产生 86 项专利。从技术创新投入看，2000-2014 年，研发

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1.2%。财政分权指标在考察期间有相当大的波动，总财政支出分权略高于预

算财政支出分权。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平均为 17.7%，市场化指数平均为 5.7，说

明地方政府拥有辖区经济的较大影响力、控制力。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符号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份 

pat/rgdp 专利授权数/实际 GDP(项/百亿元) 855 285.130 295.759 0.000 2620.416 1987-2014 

pat/gdp 专利授权数/ GDP(项/百亿元) 855 86.017 74.905 0.000 655.149 1987-2014 

rd/gdp 研发支出/GDP(%) 465 1.188 1.014 0.139 5.985 2000-2014 

fix/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1118 40.491 20.554 8.065 124.222 1978-2014 

bfd 预算财政支出分权 1118 3.494 3.005 0.481 22.625 1978-2014 

cfd 总财政支出分权 733 3.736 2.825 0.856 19.684 1987-2010 

fis 预算财政支出/GDP(%) 1118 17.675 13.206 4.917 129.144 1978-2014 

mar 市场化指数 390 5.674 2.024 1.290 11.800 1997-2009 

seg 市场分割 (%) 728 0.082  0.129  0.004  1.285  1988-2013 

ind 工业增加值/GDP(%) 1118 37.677 10.758 5.966 76.049 1978-2014 

ser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1118 34.160 9.865 13.037 77.948 1978-2014 

tra 进出口贸易额/GDP(%) 1025 27.158 43.949 0.563 382.367 1981-2014 

roa 公路里程/人口(公里/万人) 1118 21.491 26.365 1.691 237.663 1978-2014 

rpc 人均实际 GDP(百元) 1118 33.333 44.912 1.735 365.064 1978-2014 

四、实证结果 

   （一）以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 

表 2 估计结果以专利授权量/实际 GDP（pat/rgdp）为被解释变量、以预算财政支出分权（bfd）

为核心解释变量。为检验结果稳健性，我们采取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技术。第（1）列只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为负，但并不显著。第（2）列进一步控制工业占

比（ind）和第三产业占比（ser），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

权度越高，每单位实际 GDP 产生的专利数量（专利强度）越低。第（3）列进一步控制对外开放度

（tra），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第（4）列引入交

通基础设施（取对数，lnroa），第（5）列引入滞后一期人均实际 GDP（取对数，L.lnrpc），预算财

政支出分权估计值的显著性及系数大小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综上，预算财政支出分权对专利强

度表现出稳定的显著负影响。第（5）列显示，预算财政支出分权每增加一个单位，每百亿元实际

GDP 所含专利数量减少 36 项。 

上述回归的时间区间为 1987-2014 年。在此期间，我国财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94 年实行分

税制，取代先前的财政包干制。分税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事实上，中央又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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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将大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政府。结果是，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财政支出的

比重，并没有降低，反而上升，由 1994 年 70%逐步上升到 2014 年 85%①。也因此，预算财政支出

分权表现出时间连续性。不过，为排除财政分权变量分税制前后的差异，第（6）列基于 1994-2014

年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预算财政支出分权对专利强度有显著负影响，结果保持稳健。 

以上回归均以专利授权量/实际 GDP 为被解释变量，第（7）列则以专利授权量/名义 GDP

（pat/gdp）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发现，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其每增加

一个单位，每百亿元名义 GDP 专利数量减少 11 项。 

控制变量中，第三产业占比、对外开放度表现出显著正影响，表明产业升级和经济开放能显著

促进创新；工业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人均实际 GDP 没有显著影响。 

表 2  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以专利强度为被解释变量 

变量 

pat/rgdp pat/gdp 

1987-2014 1994-2014 1987-2014 

(1) (2) (3) (4) (5) (6) (7) 

bfd -22.940 -27.895* -32.853** -32.851** -35.728** -32.581** -10.824*** 

 (14.832) (14.929) (13.556) (13.483) (13.228) (14.283) (3.481) 

ind  3.377 4.667 4.676 1.161 0.298 1.621 

  (5.262) (5.551) (6.091) (5.670) (8.525) (1.496) 

ser  17.455** 19.774** 19.778** 17.252** 17.702* 3.432* 

  (7.901) (8.237) (8.456) (7.719) (10.083) (1.917) 

tra   2.427* 2.429* 2.110* 2.759* 1.089*** 

   (1.328) (1.351) (1.173) (1.468) (0.282) 

ln(roa)    -0.517 -21.312 23.545 -2.641 

    (84.234) (81.320) (83.641) (18.967) 

L.ln(rpc)     208.520 16.192 57.695* 

     (134.256) (220.990) (28.617)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37.468*** -115.731 -616.485 -616.345 -893.195 -395.689 -242.975 

 (111.107) (519.160) (638.263) (635.290) (736.103) (978.922) (151.331) 

样本数 855 855 855 855 854 647 854 

R2 0.639 0.669 0.684 0.684 0.690 0.713 0.692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以研发支出为被解释变量 

表 3 以研发占 GDP 的比重（rd/gdp）为被解释变量。第（1）-（5）列逐步引入控制变量，预

算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均在 5%以上水平上显著为负。各控制变量对研发强度没有显著影响，表明

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并不一致，但财政分权的估计结果保持稳健。 

表 2 与表 3 所呈现的财政分权与技术创新的显著负向关联，是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结

果，从而排除了不同省份资源禀赋差异和不同年份中央经济政策差异的影响。虽然不同技术创新指

标所捕捉的信息有所差异，但估计结果都一致支持理论假说。 

表 3  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以研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2000-2014年） 

变量 (1) (2) (3) (4) (5) 

bfd -0.057*** -0.043*** -0.044*** -0.044*** -0.042** 

 (0.010) (0.013) (0.015) (0.015) (0.016) 

ind  -0.004 -0.004 0.001 0.003 

  (0.016) (0.016) (0.015) (0.016) 

ser  0.021 0.021 0.024 0.025 

  (0.026) (0.026) (0.024) (0.024) 

tra   0.001 0.001 0.001 

   (0.003) (0.003) (0.003) 

lnroa    -0.130 -0.112 

    (0.174) (0.181) 

L.lnrpc     -0.121 

     (0.276)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573*** 3.978* 3.909* 3.782* 4.128* 

 (0.095) (2.162) (2.205) (2.055) (2.103) 

样本数 465 465 465 465 465 

R2 0.962 0.966 0.966 0.967 0.967 

（三）采用不同财政分权变量 

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仅考虑预算财政支出，未考虑规模巨大的预算外财政支出，使得财政分权变

                                                        
①《中国统计年鉴（2017）》，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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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能存在着测量误差问题。该种测量误差进入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造成财政分权变量与随机

误差项相关，导致内生性问题。现通过设定不同的财政分权变量，尽可能减少因采用单一财政分权

指标而造成的估计偏误。表 4 为相关估计结果。第（1）（2）列以总财政支出分权（cfd）作为财政

分权变量。被解释变量无论是专利授权量/实际 GDP（pat/rgdp）还是研发/GDP（rd/gdp），总财政

支出分权估计值都显著为负。 

中国式财政分权造成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我们用地方预算

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fis）来刻画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程度。该指标可作为财政分权的近似

度量：该指标越大，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第（3）（4）列结果表明，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比对

技术创新有显著负影响。市场化程度作为地方政府分配经济资源的反向指标，应对技术创新有积极

效应。第（5）（6）列以市场化指数（mar）为核心解释变量，正像预期的那样，市场化指数估计值

显著为正。 

表 4  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采用不同财政分权变量 

变量 
pat/rgdp rd/gdp pat/rgdp rd/gdp pat/rgdp rd/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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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d -19.957** -0.050***     

 (7.970) (0.016)     

fis   -9.832** -0.014***   

   (3.669) (0.005)   

mar     62.370*** 0.123*** 

     (19.628) (0.032) 

ind 1.052 -0.023* 5.009 0.004 -1.754 -0.025* 

 (4.511) (0.014) (5.709) (0.016) (5.088) (0.013) 

ser 8.341* -0.005 19.987** 0.026 7.930 -0.008 

 (4.857) (0.018) (7.761) (0.023) (5.660) (0.019) 

tra 1.607* 0.006** 2.058* 0.001 0.877* 0.004*** 

 (0.830) (0.002) (1.128) (0.002) (0.514) (0.001) 

lnroa -18.220 -0.022 -13.956 -0.072 10.981 -0.039 

 (50.472) (0.131) (73.807) (0.167) (31.350) (0.110) 

L.lnrpc 213.146** 0.757** 52.015 -0.408 95.605 0.895** 

 (104.259) (0.294) (126.695) (0.265) (156.691) (0.421)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80.090 2.515 -819.313 4.914** -725.198 1.191 

 (486.433) (1.498) (699.939) (2.041) (893.686) (1.919) 

样本数 730 341 854 465 389 300 

R2 0.724 0.980 0.697 0.969 0.851 0.985 

（四）财政分权变量滞后一期 

财政分权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这种授权对地方政府而言是相对外生的，对

市场主体而言更具外生性。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在辖区范围内掌控着行政审批、土地征

用、政策优惠等经济行政权力，拥有强大的资源支配力和经济控制力，深刻影响着辖区市场主体的

技术创新行为。所以，在因果关系上，财政分权是因，技术创新是果。即便如此，为确证两者之间

的关系，本文利用滞后一期财政分权变量进行检验。这里的逻辑是，即便技术创新影响财政分权，

也是本期技术创新影响本期或以后若干期的财政分权，而不是影响上期财政分权。换言之，若能发

现滞后一期财政分权显著影响本期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可证实财政分权与技术创新间的因果联

系。 

表 5 报告了将预算财政支出分权、总财政支出分权、预算财政支出占比、市场化指数分别滞后

一期（依次记为 L.bfd、L.cfd、L.fis、L.mar）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不论是专利强度还是研发强度，

上述滞后一期变量估计值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表明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具有因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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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财政分权变量滞后一期 

变量 
pat/rgdp  rd/gdp 

(1) (2) (3) (4)  (5) (6) (7) (8) 

L.bfd -33.884**     -0.044**    

 (14.368)     (0.016)    

L.cfd  -20.918**     -0.052**   

  (9.714)     (0.022)   

L.fis   -9.938**     -0.015***  

   (3.692)     (0.005)  

L.mar    92.760***     0.138*** 

    (27.118)     (0.028) 

ind 0.538 1.390 4.514 -3.050  0.001 -0.020 0.003 -0.018 

 (5.799) (4.883) (5.641) (7.182)  (0.016) (0.015) (0.016) (0.013) 

ser 16.987** 10.676* 19.621** 9.175  0.025 0.001 0.025 -0.001 

 (7.771) (5.665) (7.670) (7.773)  (0.024) (0.020) (0.023) (0.018) 

tra 2.116* 2.322** 2.023* 0.326  0.001 0.005* 0.001 0.002* 

 (1.186) (0.877) (1.120) (0.744)  (0.003) (0.002) (0.002) (0.001) 

lnroa -26.076 -24.439 -11.984 28.012  -0.126 -0.070 -0.067 -0.069 

 (82.720) (59.621) (74.001) (35.579)  (0.182) (0.147) (0.167) (0.114) 

L.lnrpc 221.485 201.351* 74.836 -19.760  -0.067 0.567* -0.391 0.433 

 (139.643) (114.706) (127.150) (157.705)  (0.277) (0.294) (0.266) (0.260)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909.752 -711.467 -828.473 -434.342  4.005* 3.123* 4.895** 2.753* 

 (742.568) (583.337) (702.358) (962.796)  (2.082) (1.679) (2.002) (1.406) 

样本数 854 732 854 390  465 372 465 330 

R2 0.686 0.700 0.696 0.825  0.967 0.975 0.969 0.983 

（五）工具变量估计 

上文已排除因测量误差、反向因果而造成的变量内生性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可观测

且与财政分权相关的遗漏变量，导致财政分权估计值有偏。本节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因遗漏变量而

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以市场分割度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各省份市场分割度以相对价格指数法来构建。本

文选取 1988-2013 年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的 9 类商品②零售价格指数作为原始数据，

构建包括时间 t、省份 i、商品 k 的三维数据（共计 26×28×9=6552 个观测值）。采用与陆铭等[26]

相同的计算方法③，共得到 26 年×28 省=728 个市场分割观测值，它们表示各省与所有邻省的市场

分割程度的时序变化。 

有效工具变量应满足其与内生变量相关、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两个条件。就相关性而言，财政

分权强化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各地区为保护本地资源、市场、税基各自为战，“以邻为壑”地方保

护政策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26]。因而，刻画地方保护程度的市场分割指数与财政分权高度相关。

就外生性而言，市场分割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这个条件并不容易满足，市场分割可能通过多种渠道

影响技术创新：比如，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影响技术创新；又如，市场分割导致地

区重复建设、产业同构，产业结构扭曲又影响技术创新。鉴于这些考虑，回归方程控制了人均实际

GDP、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经济开放度、交通基础设施等变量。控制这些变量

以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后，市场分割应仅通过财政分权这个渠道影响技术创新。为强化市场分割

的外生性，以其滞后一期值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 

本文还用滞后一期财政分权作为本期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一方面，由于时间上的连贯性、继

承性，滞后一期财政分权与本期财政分权之间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控制省份经济变量以及省份和

年份固定效应后，滞后一期财政分权应仅通过本期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 

                                                        
①不包括西藏和海南，重庆数据合并至四川省。 
②九类商品为：粮食类、饮料烟酒类、服装鞋帽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品类、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

类、燃料类、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类。 
③计算步骤如下。（1）选取相邻省作为观测对象。我们直接对 28 个省分别找相邻省进行配对，不排除重复的配对，共有 150 对接壤省

的配对结果。150 个配对、26 年、9 类商品共有 150×26×9=35100 个观测值。（2）取对数、求差分。《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的环比数据，可通过对环比数据取对数、求差分而得到相邻省的相对价格比。（3）取绝对值。我们考察的对象是相邻省份相对价格

的差异幅度，并不关心相邻省份同种商品的价格孰高孰低。（4）去均值。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既有市场环境等政策性壁垒因素，也有商

品自身特性等自然因素。去均值是为消除因商品自身特性而引起的价格波动，去均值后所得到的相对价格变化仅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

一些随机因素相关。（5）求方差。去均值后，将每一年每一个配对省的九类商品求方差，方差大小代表价格波动范围。（6）求方差的均值。

每一个省的市场分割指数是该省与其相邻省相对价格方差的平均值。共得出 26 年×28 省=728 个市场分割指数。详细的计算方法可参见陆

铭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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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借助如下检验方法。首先，工具变量和被工具变量必须强相关，否则，就

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导致估计量有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时，可利用第一阶段的 F 统计

量来判断两者之间关系的强弱。一般而言，如果 F 统计量大于经验值 10，则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27]。其次，如果存在两个及以上工具变量，可采取过度识别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是否符合外生性

假设。两种检验的结果报告于表 6 底部。 

表 6 中第（1）-（4）列以专利强度为被解释变量。第（1）列以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为核心解释

变量，以滞后一期市场分割度、滞后一期预算财政支出分权为工具变量。第（2）列以总财政支出

分权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滞后一期市场分割度、滞后一期总财政支出分权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

F 值远大于 10，表明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大于 0.1，表明工具变量具有外生

性。结果显示，预算财政支出分权、总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值显著为负。同理，第（3）（4）列的

第一阶段 F 值检验、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结果表明，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比估

计值显著为负，市场化指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表 6 中第（5）-（8）列以研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除第（6）列外，其他列的 F 值都远大于

10。除第（5）列外，其他列的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都大于 0.1。第（6）列总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

接近 10%显著性水平，其他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值均在 1%水平上显著。总之，工具变量估计结

果与 OLS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 6  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2SLS估计 

变量 
pat/rgdp rd/gdp 

(1) (2) (3) (4) (5) (6) (7) (8) 

bfd -31.377***    -0.031***    

 (7.190)    (0.012)    

cfd  -16.778**    -0.040   

  (7.186)    (0.025)   

fis   -18.190***    -0.028***  

   (2.913)    (0.005)  

mar    67.056***    0.155*** 

    (14.074)    (0.029) 

ind 5.990** 5.383*** 9.605*** -1.267 0.010 -0.019*** 0.011* -0.021*** 

 (2.498) (1.883) (2.470) (2.861) (0.007) (0.006) (0.006) (0.007) 

ser 22.895*** 12.446*** 24.265*** 8.166** 0.040*** 0.003 0.034*** -0.004 

 (3.501) (2.444) (3.317) (3.202) (0.010) (0.009) (0.009) (0.009) 

tra 3.251*** 2.848*** 3.194*** 1.088** 0.001 0.006*** 0.002 0.005*** 

 (0.561) (0.451) (0.527) (0.446) (0.001) (0.002) (0.001) (0.001) 

lnroa -77.305* -65.177** -12.564 -4.768 -0.287*** -0.157** -0.157** -0.138** 

 (40.499) (27.325) (37.458) (20.803) (0.074) (0.065) (0.073) (0.060) 

L.lnrpc 141.771** 133.290*** -115.052 77.783 -0.013 0.752*** -0.436*** 0.824*** 

 (69.602) (46.847) (74.697) (88.779) (0.131) (0.168) (0.131) (0.189)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49.118** -694.429** -96.415 -845.166 3.654*** 2.151** 6.158*** 0.600 

 (473.246) (306.519) (451.301) (559.346) (0.959) (0.882) (1.033) (0.967) 

第一阶段F值 

（P值） 

175.392 

[0.000] 

40.232 

[0.000] 

642.810 

[0.000] 

158.318 

[0.000] 

68.323 

[0.000] 

8.930 

[0.000] 

268.133 

[0.000] 

117.313 

[0.000] 

过度识别检验 

（P值） 

1.053 

[0.305] 

0.080 

[0.777] 

0.009 

[0.924] 

2.673 

[0.102] 

2.797 

[0.094] 

0.320 

[0.571] 

0.326 

[0.568] 

1.590 

[0.207] 

样本数 728 616 728 336 420 308 420 280 

R2 0.692 0.732 0.706 0.861 0.969 0.980 0.971 0.985 

（六）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被解释变量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官员任职期间既有漠视短期内无法见效、无法彰显政绩的技术创新

的激励，也有重视短期内易见效、易彰显政绩的生产性投资的激励。因此，财政分权在抑制技术创

新的同时，也应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若能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可为财政分

权的创新负效应源于地方官员利益驱动这一逻辑提供反向支持证据。 

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记为fix/gdp）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财政分权的投

资效应。表7报告了相关估计结果①。结果显示，预算财政支出分权、预算财政支出占比的估计值显

著为正，总财政支出分权估计值接近10%显著性水平，市场化指数估计值虽不显著但仍有预期中的

                                                        
①本文也以滞后一期市场分割度、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2SLS 与 OLS 结果基本

一致，但部分 2SLS 结果的过度识别检验拒绝工具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因篇幅所限，未汇报 2S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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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向。总体而言，财政分权促进固定资产投资。 

综上所述，财政分权显著负影响技术创新、显著正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实证结果的背后是

地方官员的利益和政绩观：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官员受利益和政绩驱动，侧重短期增长效应

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漠视短期增长效应不明显的技术创新。 

表 7  财政分权的投资效应：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bfd 1.683**    

 (0.671)    

cfd  1.326   

  (0.784)   

fis   0.621***  

   (0.140)  

mar    0.345 

    (1.392) 

ind 0.469 0.570 0.206 0.334 

 (0.325) (0.367) (0.255) (0.650) 

ser -0.295 0.023 -0.533 -0.242 

 (0.415) (0.379) (0.379) (0.622) 

tra -0.090 -0.107 -0.093* -0.253*** 

 (0.057) (0.072) (0.046) (0.071) 

lnroa 12.368** 8.544** 12.414*** 6.149** 

 (4.627) (4.111) (4.082) (2.806) 

L.lnrpc -0.619 -1.124 6.705 23.921 

 (7.121) (8.175) (7.282) (14.303)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912 7.774 2.333 -34.248 

 (26.316) (36.564) (24.576) (66.503) 

样本数 1023 731 1023 389 

R2 0.844 0.779 0.856 0.79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央向地方的财政与行政分权赋予地方官员辖区经济自主权，但地方官员的经济行政权力并未

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为最大化任职期间的经济政治利益，地方官员利用辖区经济自主权，偏重见

效快、易彰显政绩的短平快项目，漠视见效慢、难彰显政绩的技术创新项目。中央政府依赖自上而

下垂直机制监督地方官员，但由于垂直监督拥有的信息有限、监督成本高昂，中央政府难以有效遏

制地方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地方官员的短视近利行为能够借助强有力政府“有形之手”，影响诸

多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具体而言，中国式财政分权引发地方官员短视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

有偏招商引资政策、政企合谋等问题，进而削弱各类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基于改革开放以来

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显著抑制技术创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专利强

度和研发强度越低。考虑测量误差、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因素后，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中国未来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为培育增长新动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应通过深化改革

增进财政分权体制的合意性。首先，充分发挥公众、企业、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官员监督作用。

垂直监督受制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督成本高。在水平监督方式中，监督者众多，信息流动扁平化，

信息传递损耗少，信息获取成本低。公众、企业感同身受政府服务质量、营商环境，拥有比垂直监

督者更多的信息，能更客观地评估政府政策及效果。众目睽睽监管之下，地方官员的自利短视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政府政策更符合社会福利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把官员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设

租寻租行为大大减少，各类市场主体预期稳定，创新力、竞争力将持续增强。其次，减少地方政府

行政干预经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后，地方官员的自利短视行为

作用于诸多市场主体，造成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式经济行为。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削减地

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简政放权，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方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方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完善官员监管体系、减少政府经济干预，应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若能如此，能够进一

步释放财政分权体制的经济增长潜力，能够更充分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动性，从而开创未来

中国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增长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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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uces local official’s short-sighted 

behaviors, government-dominated economy, biase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l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hamper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aper find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both patents and R&D. When measurement errors, 

reverse causality and omitted variable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mpirical results remain robust. 

Strengthening official supervision horizontally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are 

essential for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Officials' Incentives; 

Economic Intervention; Paten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