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９年９月

质量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７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４８／ｊ．ｃｎｋｉ．ｈｇｚｌｙｊ．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７

财政分权与企业研发创新：影响及机制分析
＊

张彩云　姜　楠

　　摘　要：财政分权对 微 观 企 业 生 产 活 动 的 影 响 是 备 受 关 注 且 需 要 实 证 验 证 的 问 题。基 于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关于财政分权、企

业研发创新、政府补贴等指标的数据，本文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通过政府补贴和企

业利润分析其影响机制。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分权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而财政收入分权促进了企

业研发创新；二者都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企业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

向影响；对企业研发创新而言，财政支出分权主要通过企业利润发挥负向作用，而财政收入分权主要通过

政府补贴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简政放权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来激发企业创新

仍然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分权；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贴；企业利润

一、引言

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比较优势不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将发生变化，而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也将

难以为继。根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通过创新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可以突破劳动力、土地

等要素投入带动的约束（熊彼特，２０１５），从中足见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性。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习近平，２０１７）①。在这一体系中，微观企业作

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行为必然受到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财政补

贴等行为激励企业从事技术研发活动，而财政分权又会影响财政补贴的数量和用途，故财政分权影响企

业创新是合乎逻辑的（台航等，２０１８）。具体来说，财政分权不仅通过企业补贴直接影响企业研发创新，
还通过影响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生产决策间接影响研发创新。因此，于构建创新体系而言，发挥中国财政

分权的优势来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诸多学者对中国财政分权变革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由最初的“分灶吃饭”起步，财政和税收领域分

别历经包干制与分税制后，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分权体制（刘卓珺，２００９）。具体而

言，自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发生了两次重大改革，一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推行的财政承包制改革，
二是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两次改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财政分权模式：财政承包制是基于财

政收入的结果进行分配和管理，而分税制则是以财政收入来源为基础的源头性分配。虽然中国正加快

推进各项财税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在延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的政策框架。众多研究认

为，这一典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间为了满足自身支出需求相互竞争，从根本上改变了

政府间的激励 结 构，从 而 对 经 济 增 长 形 成 巨 大 的 推 动 力，成 为 实 现 中 国 经 济 高 速 增 长 的 重 要 原 因

（Ｚｈａｎｇ和Ｚｏｕ，１９９８；张晏和龚六堂，２００５）。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围绕财政分权而进行的一系列策略性

行动间接影响到公共服务提供。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影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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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关于财政分权对微观企业研发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更

是微乎其微。那么，财政分权是否影响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回答这一问题继而明确分权对微观企业

生产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另外，本文的另一创新点在于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其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三个

视角：从财政支出分权角度看，第一，地方政府支出权的增加使其有能力给予企业更多补贴，以减少企业

生产成本，进而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第二，财政支出分权所形成的竞争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更偏好于经济

增长见效快的领域，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自主权的增大强化了这种影响，从而忽略了投资回报周期较长

的研发创新；第三，政府补贴属于政府投资，可能挤出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从财

政收入分权角度看，第一，财政收入分权的增加使政府有更充分的财源用于补贴企业，从而降低企业生

产成本，增加研发创新投入，这成为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条件；第二，获得财政收入的经济激励使地方政

府在招商引资时，以增加利润和税收为导向，而不是以研发创新为导向，可能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第

三，虽然财政收入分成提高能够使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提供给企业补贴，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性投资，政
府补贴可能对企业研发创新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研发创新。机制梳理和实证验证既能够丰富

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内涵。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论证研究主题：第二部分为文献梳理和理论机制，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和相关理

论，阐明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主要指标和计量模型的选择，根据理论机制，选择

量化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和企业研发创新，并选择合理的计量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为因果关系推断提

供基础；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解释，通过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旨在明确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结果及其机制；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启示，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凝练主要结论，以此为基础，对后续相关研

究及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评述及理论机制

基于本文研究主题，可将既有相关研究分为三部分，借此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

制：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的创新行为、财政分权体制下企业的研

发创新行为。
（一）文献述评

１．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

以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

能激励地方政府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部分学者采用Ｔｉｅｂｏｕｔ模型刻画地方政府为争夺有限资源从而

根据竞争对象行为制定本地区政策，已有相关研究证明，地方政府为吸引要素流入，通过财政支出展开

竞争（Ｂａｉｃｋｅｒ，２００５）。以环境治理为例，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能够使环境治理更有效率，利于环境

规制强度提升（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２００３），即适度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实现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陈诗

一和张军，２００８）。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更加注重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相应的激励机

制，以此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刘晓路，２００７）。以钱颖一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

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将部分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

的经济决策权；二是财政分权，中央把财权下放到地方，实施财政包干合同，使得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

政收入。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励（Ｑｉａ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和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对

地方政府形成的经济激励机制，被称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基于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周
黎安（２００７）基于中国实际进一步提出了“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政治上的集权以及一个可排位的政绩

考核指标会激励地方政府展开“晋升锦标赛”。“晋升锦标赛”得以进行的前提不仅包括政治上的集权，
行政上、财政上的分权，同时还必须具有易于衡量的指标。当地方政府面临着较为显性的以经济绩效为

晋升考核标准的 激 励 机 制 时，就 会 围 绕 相 对 绩 效 标 尺 下 的 政 治 晋 升 机 会 展 开 激 烈 竞 争（Ｍａｓｋｉｎ等，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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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的创新行为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对创新的投入成为重要的中介措施。以

此为背景，部分学者分析了政府的创新投入和干预行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刺激地方政

府提高科技投入进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周克清等（２０１１）认为科技创新实际上具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属

性，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水平。另一方面，如“诺斯悖论”所指出的，政府出于自身考

虑可能为增加短期财政收入而采取损害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使得短期财政目标偏离长期社

会目标。在财政分权和基于ＧＤＰ增长的晋升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更加倾向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

更加注重能够在短期内提升ＧＤＰ的投资，相对忽视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的研发创新，造成研发财政投入

相对不足的现象（解维敏，２０１２）。这一理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证实，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也指出中国的财

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造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

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这种抑制作用无论是省级还是城市层面都存在（张梁梁等，２０１６）。

３．财政分权体制下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

地方政府所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企业，这使得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补贴等

政策手段引导地方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对应地，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不仅受自发力量的驱动，也受到财政

分权体制的影响，这就导致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影响。虽然既有研究中关于财政分权对企业

研发创新的分析较少，但基本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会保持持续

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因而可激励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的力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分权体制下政府干预企

业研发创新决策反而造成投入扭曲或创新不足。

李思慧和赵曙东（２０１２）提出并验证了政府财政激励可以通过创新成本节约与创新能力的增强而促

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台航等（２０１８）认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公共服务的

供给，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活动投资。顾元媛和沈坤荣（２０１２）的

分析结果表明，在以 ＧＤＰ为考 核 标 准 的 影 响 下，地 方 政 府 更 偏 向 于 能 短 期 内 产 生 经 济 绩 效 的 投 资 领

域，从而相应缩减了对企业的研发补贴，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基于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刘丙

泉等（２０１８）分析认为，技术创新各阶段效率存在显著的累积效应，财政分权不利于成果产出效率及技术

创新整体效率的提升。

４．文献评述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的共同关注点在于财政分权如何通过影响政府的发展目标来影响企业研发创

新，这一目标可能是经济增长，也可能是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关于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研

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经济激励和管理经济的权力，这使得政府专

注于短期内获得经济收益的项目，而企业研发创新见效较慢且周期长，因此政府不倾向于支持企业研发

创新；与之相反，财政分权也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财政权力和资金能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这两方面

从理论上体现了企业利润和政府补贴这两个传导机制，以往研究虽然很丰富，但是对此鲜少涉及。具体

而言：第一，关于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尤其是起作用的中介变量，以往研究并未进行深

入研究，因此，在理论机制部分，本文将以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为中介变量，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

新的影响机制。第二，结合现实及以往研究，财政分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

两个维度，两者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因此，在实证研究时，要将两者的影响机制分开

讨论，这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
（二）理论机制

本部分以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为起点，主要从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两个角度来探讨财政分权对企

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１．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的定位决定了其发展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第一，政府具有“社会人”这一角色，从某种

程度上讲，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内在一致性，那么政府官员对政府自身利益的关心，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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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关心。第一代分权理论的潜在假设就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会尽

一切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例如，在一个多层次政府体系中，各个层次的政府都致力于实现所辖

区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刘晓路，２００７）。由此可见，第一代分权理论体现了政府“社会人”这一属性。自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权有所下降，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励构成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激

励”（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和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这也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代表性观点之一，这
体现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的角色。在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上，周黎安（２００７）提出 “晋升

锦标赛”的相关理论，为政治上的晋升而竞争，体现了地方政府“政治人”这一角色。在此基础上，吴延兵

（２０１７）综合了“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假说，提出了“经济政治人”这一概念。
无论是“社会人”“经济人”还是“政治人”，地方政府会根据公众需要、中央政府的考核标准制定发展

目标。如果当地居民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那么出于对本辖区福利最大化考虑，财政分权可能利于企

业研发创新。如果中央政府加强对创新的考核激励，那么作为“政治人”的地方政府可能注重研发创新，
这样，财政分权可能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更侧重于短期内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

和投资，因此，财政分权可能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

２．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第一，财政支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直接相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范围扩大

利于地方政府发挥其信息优势，这也是第一代分权理论的演绎。因此，地方政府事权的增加使其有决策

自主权来给予企业更多的补贴，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力增大，将偏向于

短期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而不倾向于投入研发创新中，因为研发创新短期内无法立刻体现在

经济效益上。财政分权恰好为地方官员这种自利性投资偏好提供了制度条件，借助政府“有形之手”影

响企业行为，从而使地方政府及其辖区 内 企 业 呈 现“重 生 产，轻 创 新”的 投 资 偏 向（Ｈｏｗｅｌｌ和Ｓａｂｒｉｎａ，

２０１７）。这一机制结合了第二代分权理论和“晋升锦标赛”。与政府目标一致，企业也倾向于进行短期内

获得高利润的投资，而非研发创新这种长期才能获益的投资，因此，财政支出分权通过企业利润对研发

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第三，地方政府事权增加也可能增加对企业的补贴，但是研发补贴实质上是政府投

资，政府给予企业补贴越多，越有可能挤占私人部门投资。这构成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一种

负向影响，这是凯恩斯主义中“挤出效应”的一种演绎。

３．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财政收入分权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激励（周黎安，２０１４），体现为地方在各项事务处理方面有

更多的灵活度。其对微观企业研发创新：第一，财政收入增加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为企业提供补

贴，进而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第二，在财政收入分成激励下，地方政府有其招商引资偏好，倾向于引进高

利润、高税收企业，作为见效比较慢的创新支出，自然不会成为企业的最优选择，这成为财政收入分权对

企业研发创新负向影响的重要路径。第三，与支出分权相同，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也可能通过政府补贴

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可以提出假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同，其传导路径包括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

三、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研发创新指标

既有研究通常根据研发创新的生命周期选择企业研发创新指标，遵循从研发创新投入到研发创新

产出的路径。研发创新投入通常以研发支出或研发人员数量来衡量，而研发创新产出通常采用专利申

请数量来衡量。无论哪种研发创新形式，从企业研发创新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说，研发创新活动具有其层

次性：研发创新投入、研发创新产出。研发创新投入指标以研发创新强度绝对指标（ｌｎｒｄ）、研发创新强

度（ｒｄｓ）为代表。企业研发强度绝对指标采用企业研发创新加１后取对数表示，研发创新强度采用企业

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衡量，研发创新产出指标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ｌｎｐａ）代表，即企业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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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数加１取对数。
综合以上研究，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研发创新强度绝对值（ｌｎｒｄ）、研发创新强度（ｒｄｓ）、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ｌｎｐａ）作为研发创新指标全面考察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
（二）财政分权指标

由于对财政分权的不同界定与分类，既有研究对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特点，如：张晏和

龚六堂（２００５）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代表财政分权；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

用人均预算内省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代表实际分权；乔宝云等（２００５）则采用省本级

人均支出／（省本级人均支出＋中央本级人均支出）代表。从城市角度看，赵霄伟（２０１４）将财政分权定义

为人均城市本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城市本级财政支出、城市

所在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可以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中央

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影响。
为全面研究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分别采用本级预算内财政

支出／预算内总财政支出（ｆｄ１）、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内总财政收入（ｆｄ２）、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
（城市所在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ｆｄ３）、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城市所在省

份本级财政收入＋中央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ｆｄ４）表示财政分权变量。
（三）中介变量：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

两个中介变量分别体现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可能的传导机制。选择政府补贴数量（ｌｂｔ）和

补贴强度（ｂｔｎ）表示政府补贴。前者采用政府的直接补贴表示，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者运用政府补贴

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征。之所以将两种指标区分开来是因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企业研发创新强度时，较
之补贴数量，用补贴强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更为合适。同理，为全面反映财政分权通过企业利润对企业

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利润总额（ｐｒｏｆ）以及企业利润率（ｌｒｌ）表示企业利润。企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衡量。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实证研究所需数据来 自《中 国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库》《中 国 企 业 专 利 申 请 数 据 库》和《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前两个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贴等数据以及其他企业层面指标，城市层面分权的指

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按照企业名称和代码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

数据库》进行匹配。此后，按照城市名称和代码对三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所需指标的数据。另外，因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８年之后的数据缺少增加值、中间投入等重要指标，且企业研发支出的时间

跨度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通过筛选，样本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为使样本更加可靠，综合Ｂｒａｎｄｔ等（２０１２）、聂辉华等（２０１２）等对数据进行匹配的方法以及处理缺

失值和异常值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主要处理步骤如下：（１）数据合并。依次使用企业

名称、法人代表姓名、法人代码、“电话号码＋地区编码”、“开业年份＋地区编码＋主要产品名称＋行业

代码”等多个指标对历年数据进行匹配整理。（２）行业调整。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年５月对行业分类进行

了重新修订，为保证行业代码前后统一，文中使用２００２年的《新国民行业分类》对２００１年四位数行业代

码进行调整。（３）缺失值和异常值处理：去除遗漏变量的样本，删除了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

变量样本值为缺漏值、零值或负值的样本；为了保证企业年龄变量的有效性，删除了企业年龄小于０的

企业样本；删除了研发支出小于０的样本。
（五）回归模型

本文的回归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主要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控制部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后，

还需要控制随时间变化不随个体变化，以及随个体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αｉ＋αｔ＋γ１ｆｄｊｔ＋βＺ ＋εｉｔ （１）

　　Ｙｉｔ 为ｉ企业在ｔ时期研发创新；ｆｄｊｔ 代表ｊ城市在ｔ时期的财政分权；αｉ 为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企

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α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时间趋势因素。Ｚ 是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组，ε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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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误差项。
控制变量选择相关企业特征来代表。其中，企业年龄（ｌａｇｅ）用当年年份数与企业开业年份数相减

加１然后取对数得到；企业规模（ｌｎｌ），采用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表示；资本密集度（ｌｎｋｌ），用平均固定资

产与从业人员数相除并取对数；是否为出口企业（ｅｘ），采用虚拟变量表示，若为出口企业，则设值为１，
若非出口企业，设为０；ｏｗｎ１和ｏｗｎ２表征企业所有制，分别代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另外，企业研发

创新还受到企业生产率（ｌｎｔｆｐ）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采用ＬＰ方法（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和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和ＯＰ
方法（Ｏｌｌｅｙ和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后者可以提供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估计，但选择使用企业的

当期投资作为衡量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不仅损失部分样本数据，还违反一致性假设条件。

ＬＰ方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忽视了样本自选择性问题。考虑到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进

入和退出比较频繁，文中选择使用ＯＰ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为验证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本部分首先通过基准回归找出财政分权（ｆｄ１、ｆｄ２）与企

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更换财政分权指标（ｆｄ３、ｆｄ４）的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分析；最
后，引入财政分权与政府补贴、财政分权与企业利润的交叉项，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

制，以验证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
（一）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１为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３）列是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研发

创新的影响，第（４）－（６）列是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见，无论采用企业

研发创新绝对指标、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还是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代理变量，财政支出

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皆为负向，且这种负向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成立。与这一结果相反，财

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呈现正向。这说明，财政支出分权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而财政收入

分权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将财政分权指标分别更换为ｆｄ３、ｆｄ４，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除了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上无法拒绝系数为

０这一原假设外，财政分权对其他研发创新指标的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这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

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稳健的负向影响，而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稳健的正向影响。
结合理论部分，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有三方面。第一，财政支出分权可能通过政府

补贴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研发创新中。第二，财政支出分权通过企业利润这一

机制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财政支出分权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减少企业研发

创新投入，所以财政支出分权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分权通

过企业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呈现不确定性。
还有三条途径是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机制。第一，财政收入分成提升使地方政府

有更多的财力来补贴企业，这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第二，财政收入份额的提升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到微观企业层面，地方政府倾向于引进高利润企业，这也引导企业在短期内追求利润的增长，这对企业

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第三，地方政府财权增加也可能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挤出效

应”，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影响结果相似，财政收入分权分别通过企业利润、政府补

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和不确定的影响。下文通过引入交叉项的方式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研

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二）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表３和表４分别为以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为中介机制的回归结果，其中，表３的第（１）－（３）列为财

政支出分权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第（４）－（６）列是财政收入分权通过政府补贴对

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表４的第（１）－（３）列为财政支出分权通过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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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列是财政收入分权通过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

表１　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财政支出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ｆｄ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４９８＊＊＊

（－５．５５０） （－３．６９０） （－５．６６２）

ｆｄ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７３４＊＊＊

（４４．６１７） （２１．８１４） （４．１３１）

ｌｎｔｆｐ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７４＊＊＊ ０．２５７＊＊＊ ０．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２４６＊＊＊

（１１２．２４０） （５．７６０） （６４．２９０） （１０９．１０９） （５．８３７） （６．００４）

ｌａｇｅ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２０５＊＊＊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５４４＊＊＊

（２９．５８９） （３．０５３） （７．３７４） （３９．０８１） （５．２８１） （－８．２１１）

ｌｎｌ　 ０．４９３＊＊＊ ０．０００６２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５７９＊＊＊ ０．０１５７＊＊＊

（２１７．０５６） （１７．５９０） （１３７．７１０） （２０９．６５５） （１６．７４９） （２０．６１４）

ｌｎｋｌ　 ０．１９８＊＊＊ ０．０００３９０＊＊＊ ０．０１２１＊＊＊ 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４２１＊＊＊

（１１７．２８１） （１４．７１８） （６２．３５７） （１１２．８８２） （１４．５３５） （１０．８５６）

ｅｘ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５３１＊＊＊ ０．０２５９＊＊＊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９２１＊＊＊

（５０．９９１） （５．８２４） （３６．２２３） （５６．９６２） （７．１０４） （９．１６１）

ｏｗｎ１　 ０．２８１＊＊＊ ０．０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３０３＊＊ ０．３９７＊＊＊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４８０＊＊

（２３．６６７） （２．５３３） （２．２５６） （３３．２０１） （５．６３８） （２．１９０）

ｏｗｎ２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０６１７＊＊ －０．００７９２＊＊＊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６７８＊＊＊ ０．０１１８＊＊＊

（－１３．０４４） （－２．４６３） （－４．２６３） （－１３．５８６） （－２．７２９） （３．５５３）

常数项 －３．４４４＊＊＊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２５６＊＊＊ －３．５２５＊＊＊ －０．００４６２＊＊＊ －０．０７９３＊＊＊

（－１４７．４６２） （－８．４３４） （－１２８．８４５） （－２１５．３８６） （－１８．４７９） （－１６．４４８）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８２　 ８５５９３８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８２　 ８５５９３８

Ｒ２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５７８

Ｆ　 ７５４６．１　 ６１．６５　 ２５１７．７　 ７５６４．８　 １０６．１　 １７９．９

　　注：实证的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１３计算并整理得出；圆括号给出了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２　稳健性检验

财政支出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ｆｄ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３９０
（－２．６１３） （－３．００９） （－１．３１８）

ｆｄ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３１３＊＊＊ ０．０２９８＊＊＊

（２６．９３３） （１４．８６９） （４．４６９）

ｌｎｔｆｐ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６１０＊＊＊ ０．２５５＊＊＊ ０．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４４＊＊＊

（１８．３７１） （５．７５５） （１５．６０９） （１０８．２５０） （５．４４０） （５．９４０）

ｌａｇｅ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４１６＊＊＊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５４３＊＊＊

（－２．８３１） （３．０４９） （７．１７４） （３８．６５４） （５．０３１） （－８．１９８）

ｌｎｌ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６２８＊＊＊ ０．０１８９＊＊＊ ０．４７６＊＊＊ ０．０００５９２＊＊＊ ０．０１５８＊＊＊

（４１．９４１） （１７．５９４） （２５．０５１） （２１０．１９１） （１７．１２１） （２０．６２２）

ｌｎｋｌ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３８９＊＊＊ ０．００６２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４２１＊＊＊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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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５４） （１４．７０６） （１６．４８３） （１１１．７１８） （１４．０３０） （１０．８５１）

ｅｘ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５３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６２７＊＊＊ ０．００９２９＊＊＊

（１３．５３２） （５．８１７） （１０．５０８） （５６．９２８） （７．０８５） （９．２３４）

ｏｗｎ１　 ０．００８６５　 ０．０００４７５＊＊ ０．００５２１＊＊ ０．３９６＊＊＊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４９１＊＊

（０．５３３） （２．５３９） （２．４６２） （３３．０５３） （５．５９６） （２．２４２）

ｏｗｎ２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０６２７＊＊ ０．０１８５＊＊＊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０６１１＊＊ ０．０１１９＊＊＊

（２．３０９） （－２．５０６） （５．６１６） （－１２．９１７） （－２．４５６） （３．５７４）

常数项 －１．１０７＊＊＊ －０．００２９３＊＊＊ －０．１１０＊＊＊ －３．５５９＊＊＊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０８４４＊＊＊

（－２５．８０２） （－６．４２６） （－２３．８００） （－２１１．４８６） （－１９．４１４） （－１６．２６１）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８２　 ８５５９３８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８２　 ８５５９３８

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５７７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７８

Ｆ　 ２８７．３　 ６１．２７　 １７３．６　 ７４４４．０　 ８４．８７　 １８０．２

　　注：实证的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１３计算并整理得出；圆括号给出了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３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支出分权通过政府补贴可促

进企业研发创新。这意味着，政府补贴所产生的“挤出效应”未发挥主要作用，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政府

补贴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创新。同样，财政收入分权也通过政府补贴对企

业研发创新产生正向影响。与财政支出的解释不同，财政收入分权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给予企业补

贴，后续政府补贴的“挤出效应”同样未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补贴可帮助企业分担部分研发

成本，降低了企业研发创新的风险。因此，财政分权可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从表４中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分权通过企业利润抑

制了企业研发创新。这说明，政府侧重于经济效益的财政支出偏向也影响到企业，使企业同样追求短期

利润，减少研发创新支出。同样，财政收入分权也会通过企业利润对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财政收入

分成的提升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动力来发展经济，在招商引资时，政府倾向于引进高利润的企业，这一

导向也同样影响到企业，使市场上高利润的企业更易落户，因此，利润导向可能抑制企业研发创新。

总结可以发现，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印证了本文假说，即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

创新的影响方向相反。在财政分权体制中，支出分权与收入分权的意涵不同，前者主要指的是中央政府

给予地方政府支出的责任范围，体现事权，后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体现财权。地方政

府事权越大，意味着其对公共品提供的责任越大，也意味着其对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影响越大；地方政

府财权越大，意味着财力越充足，也意味着越有财力对企业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机制研究认为，财政分

权通过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分别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而财政支出分权主要通过企业

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而财政收入分权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表３　以政府补贴为传导机制的回归结果

财政支出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ｆｄ１＊ｌｂｔ　 ０．００９９８＊＊＊ ０．００７００＊＊＊

（５．２０９） （５０．３１８）

ｆｄ１＊ｂｔｎ　 ０．０００１６８＊＊＊

（３．９２３）

ｆｄ２＊ｌｂｔ　 ０．００９２８＊＊＊ ０．０００６１０＊＊

（４．８４９） （２．４７４）

ｆｄ２＊ｂｔｎ　 ０．０００１０８＊＊＊

（３．０７１）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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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２４８ －０．００８１２＊＊＊

（－５．４４３） （－１．３１５） （－９．２２４）

ｆｄ２ －０．０９７８＊＊＊ －０．０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６９２＊＊＊

（－５．９１２） （－１．３５２） （３．８８１）

ｌｂｔ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２１５＊＊＊

（１７．７９３） （７．６９２） （１８．９４７） （８．８６３）

ｂｔｎ －０．０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０６３６＊＊

（－３．２９８） （－２．２７７）

ｌｎｔｆｐ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０００９８４＊＊＊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０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２３６＊＊＊

（１７．７６６） （－２．７９０） （５８．５３４） （１７．７２５） （－２．８０６） （５．７４８）

ｌａｇｅ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５５０＊＊＊

（－２．９４２） （－０．９９７） （４．７９８） （－２．９４８） （－０．９９７） （－８．３００）

ｌｎｌ　 ０．２５３＊＊＊ ０．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３２８＊＊＊ ０．２５３＊＊＊ ０．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５３＊＊＊

（４０．５３２） （３．１１６） （１２４．７１１） （４０．５４４） （３．１２７） （１９．９７４）

ｌｎｋｌ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４０６＊＊＊

（２５．３００） （４．８２４） （５４．８２０） （２５．２９８） （４．８３３） （１０．４５４）

ｅｘ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３１５＊＊＊ ０．０２５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３１６＊＊＊ ０．００９００＊＊＊

（１２．９９７） （３．３８４） （３５．２３２） （１３．０４３） （３．３９８） （８．９４５）

ｏｗｎ１　 ０．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０５２７＊＊＊ ０．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０５３２＊＊＊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３６７） （－３．２６３） （１．０００） （０．２３８） （－３．２９５） （２．１４０）

ｏｗｎ２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７６３＊＊＊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１６＊＊＊

（２．１１０） （－０．７６４） （－４．１２０） （２．１０８） （－０．７６７） （３．４８６）
常数项 －１．０４５＊＊＊ ０．０００４１０ －０．２３４＊＊＊ －１．０５５＊＊＊ ０．０００３７６ －０．０７７１＊＊＊

（－２５．６３３） （１．０１３） （－１１５．５７３） （－２６．４３８） （０．９４８） （－１５．９９３）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０６０４４　 ６０５６５９　 ８５５７０６　 ６０６０４４　 ６０５６５９　 ８５５７０６
Ｒ２　 ０．７３３　 ０．８７０　 ０．０６４　 ０．７３３　 ０．８７０　 ０．５７８
Ｆ　 ３０７．１　 １６．８８　 ２５３８．０　 ３０７．２　 １６．４６　 １６８．２

　　注：实证的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１３计算并整理得出；圆括号给出了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４　以企业利润为传导机制的回归结果

财政支出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ｌｒｄ　 ｒｄｓ　 ｌｐａ
ｆｄ１＊ｐｒｏｆ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２５＊

（－２．６１４） （－１．８０８）

ｆｄ１＊ｌｒ１ －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６＊＊＊

（－２４７．３９２）

ｆｄ２＊．ｐｒｏｆ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０８
（－２．１３０） （－１．５９２）

ｆｄ２＊ｌｒ１ －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３＊＊＊

（－２２８．９１２）

ｆｄ１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００９７８
（－２．７９３） （９．８４４） （０．０５２）

ｆｄ２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９１９＊＊＊

（－３．１１９） （１０．３９７） （３．８８７）

ｐｒｏｆ　 ０．９３４　 ０．０２０３＊＊＊ ０．９０７　 ０．０２９７＊＊＊

（１．０７３） （３．１９３） （１．０４２） （４．７６７）

ｌｒ１ ０．０００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７＊＊＊

（７１８．５４７） （７５５．５０１）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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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ｔｆｐ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６０６＊＊＊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６０９＊＊＊

（１８．２７４） （８２．０８０） （１５．５２９） （１８．２４５） （８７．０３７） （１５．５９４）

ｌａｇｅ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３９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４０１＊＊＊

（－２．７８７） （－０．６０５） （６．７５７） （－２．７７９） （－０．５５３） （６．９１５）

ｌｎｌ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０３＊＊＊ ０．０１８９＊＊＊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９０＊＊＊

（４１．８９１） （８１．８８６） （２４．９８１） （４１．９０４） （８５．１２０） （２５．０６７）

ｌｎｋｌ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７６５＊＊＊ ０．００６２６＊＊＊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７８２＊＊＊ ０．００６３０＊＊＊

（２６．１３１） （４２．２４４） （１６．３９３） （２６．１３６） （４２．８８８） （１６．５０５）

ｅｘ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９４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３７５＊＊＊ ０．００９８３＊＊＊

（１３．５２２） （６．５２８） （９．８４３） （１３．５６４） （６．０００） （１０．３４２）

ｏｗｎ１　 ０．００８８９ －０．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６５６＊＊＊ ０．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７１０＊＊＊

（０．５４７） （－１８．４９４） （３．０５７） （０．４２６） （－１９．４８７） （３．３０２）

ｏｗｎ２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８８＊＊＊

（２．３０６） （－７．５５４） （５．７１０） （２．３２３） （－７．３７１） （５．６８７）
常数项 －１．２２６＊＊＊ －０．０２１６＊＊＊ －０．１１３＊＊＊ －１．２２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１２３＊＊＊

（－９．７２２） （－８４．８６３） （－２３．６５８） （－９．７７２） （－９７．１９４） （－２５．５１５）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１３　 ８５５９３８　 ６０６２５１　 ６０６０１３　 ８５５９３８
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５４１　 ０．５７７　 ０．７３２　 ０．５３５　 ０．５７７
Ｆ　 ２４８．２　 ４９７４４．４　 １４２．４　 ２４８．４　 ４８５１４．３　 １４２．０

　　注：实证的结果均由ｓｔａｔａ１３计算并整理得出；圆括号给出了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性启示

“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

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①“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②创新发展

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新发展阶段需要以创新为导向来追求发展质量。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受到政府治

理行为的影响，府际间权力分配是否影响研发创新、如何影响研发创新、怎样激励研发创新，这三个问题

贯穿创新型国家建设，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中国的财政分权切入，阐明

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如何以政府补贴和企业利润为传导机制，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启示。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和《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进行匹配得到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财政分权、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贴等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计量回归，结果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而财政收入分权促进了企业研发

创新；两者都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企业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

响；财政支出分权主要通过企业利润发挥负向作用，财政收入分权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启示包括：（１）改变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晋升指标多元化，提高对研发创新

的要求，以此激励企业研发创新；（２）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分成，实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以增加地方政府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补贴，降低企业研发创新的风险；（３）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重企业发展潜

力，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盈利能力；（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因此，要通过政企

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参考文献：

［１］　陈诗一、张军，２００８：《中国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支 出 效 率 研 究：１９７８－２００５》，《中 国 社 会 科 学》，第４期。［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ｉ　ａｎｄ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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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第二卷），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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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第８－９页。



质量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２００８，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２００５，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

［２］　傅勇、张晏，２００７：《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 偏 向：为 增 长 而 竞 争 的 代 价》，《管 理 世 界》，第３期。［Ｆｕ　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３．］

［３］　顾元媛、沈坤荣，２０１２：《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第１０期。［Ｇｕ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ｅｎ　Ｋｕｎｒｏｎｇ，２０１２，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

［４］　解维敏，２０１２：《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财政研究》，第６期。［Ｘｉｅ　Ｗｅｉｍｉｎ，２０１２，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

［５］　李思慧、赵曙东，２０１２：《财政激励、资源能力与企业创新》，《当代财经》，第１０期。［Ｌｉ　Ｓｉｈｕ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ｄｏｎｇ，２０１２，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

［６］　刘丙泉、田晨、马 占 新，２０１８：《财 政 分 权 对 区 域 技 术 创 新 效 率 的 影 响 研 究》，《软 科 学》，第７期。［Ｌｉｕ　Ｂｉｎｇｑｕａｎ，

Ｔｉａｎ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Ｍａ　Ｚｈａｎｘｉｎ，２０１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ｏｆ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７．］

［７］　刘晓路，２００７：《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财贸经济》，第３期。［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ｕ，２００７，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３．］

［８］　刘卓珺，２００９：《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路径依赖与体制创新》，《经 济 体 制 改 革》，第５期。［Ｌｉｕ　Ｚｈｕｏｊｕｎ，２００９，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５．］

［９］　聂辉华、江艇、杨汝岱，２０１２：《中国工业企 业 数 据 库 的 使 用 现 状 和 潜 在 问 题》，《世 界 经 济》，第５期。［Ｎｉｅ　Ｈｕｉｈｕａ，

Ｊｉ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Ｒｕｄａｉ，２０１２，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５．］

［１０］乔宝云、范建勇、冯兴元，２００５：《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 国 社 会 科 学》，第６期。［Ｑｉａｏ　Ｂａｏｙｕｎ，Ｆａｎ

Ｊｉａｎ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６．］

［１１］台航、张凯强、孙瑞，２０１８：《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激励》，《经济科学》，第１期。［Ｔａｉ　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ｑ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

Ｒｕｉ，２０１８，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１２］吴延兵，２０１７：《中国式分权下的偏 向 性 投 资》，《经 济 研 究》，第６期。［Ｗｕ　Ｙａｎｂ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６．］

［１３］熊彼特著，郭武军、吕阳 译，２０１５，《经 济 发 展 理 论》，华 夏 出 版 社 第１版。［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ｏ

Ｗｕｊｕｎ　ａｎｄ　Ｌｕ　Ｙａｎｇ，２０１５，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ｕａｘ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４］张梁梁、杨俊、罗鉴益，２０１６：《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标尺竞争———基于２６５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当代财经》，第４期。［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Ｊｕｎ　ａｎｄ　Ｌｕｏ　Ｊｉａｎｙｉ，２０１６，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６５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

［１５］张晏、龚六堂，２００５：《分 税 制 改 革、财 政 分 权 与 中 国 经 济 增 长》，《经 济 学（季 刊）》，第４期。［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ａｎｄ　Ｇｏｎｇ
Ｌｉｕｔａｎｇ，２００５，Ｔａｘ－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４．］

［１６］赵霄伟，２０１４：《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 其 地 区 增 长 效 应———来 自 地 级 市 以 上 城 市 面 板 的 经 验 数 据》，《财

贸经济》，第１０期。［Ｚｈａｏ　Ｘｉａｏｗｅｉ，２０１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ｎｅｌ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

［１７］周克清、刘海二、吴碧英，２０１１：《财政分权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财贸经济》，第１０期。［Ｚｈｏｕ　Ｋｅｑｉｎｇ，Ｌｉｕ

Ｈ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Ｗｕ　Ｂｉｙｉｎｇ，２０１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

［１８］周黎安，２０１４：《行政发包制》，《社会》，第６期。［Ｚｈｏｕ　Ｌｉ’ａｎ，２０１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６］

［１９］周黎安，２００７：《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７期。［Ｚｈｏｕ　Ｌｉ’ａｎ，２００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

·９０１·



财政分权与企业研发创新：影响及机制分析

［２０］Ｂａｉｃｋｅｒ，Ｋ．，２００５，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９（２）：５２９－５４４．
［２１］Ｂｒａｎｄｔ，Ｌ．，Ｊ．Ｖ．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ａｎｄ　Ｙ．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７（２）：３３９－３５１．
［２２］Ｈｏｗｅｌｌ，Ｓ．Ｔ．，２０１７，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Ｄ　Ｇｒａ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７（４）：

１１３６－１１６４．
［２３］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Ｊ．ａｎｄ　Ａ．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１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０（２）：３１７－３４１．
［２４］Ｌｉｕ，Ｒ．，２００７，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６（８）：９７３－９８３．
［２５］Ｍａｓｋｉｎ，Ｅ．，Ｙ．Ｑｉａｎ，ａｎｄ　Ｃ．Ｘｕ，２０００，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７（２）：３５９－３７８．
［２６］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Ｄ．Ｌ．，２００３，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３（４）：７１１－７３３．
［２７］Ｏａｔｅｓ，Ｗ．，１９７２，Ｆｉｓ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８］Ｏｌｌｅｙ，Ｇ．Ｓ．ａｎｄ　Ａ．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６４（６）：１２６３－１２９７．
［２９］Ｑｉａｎ，Ｙ．ａｎｄ　Ｇ．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８８

（５）：１１４３－１１６２．
［３０］Ｑｉａｎ，Ｙ．ａｎｄ　Ｂ．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１（４）：８３－９２．
［３１］Ｔｉｅｂｏｕｔ，Ｃ．，１９５６，Ａ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６４（５）：４１６－４２４．
［３２］Ｚｈａｎｇ，Ｔ．ａｎｄ　Ｈ．Ｆ．Ｚｏｕ，１９９８，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７（２）：２２１－２４０．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ｙｕｎ１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ｔｏ　２００７，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
ｎｕ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ｗｈｉｌ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 责任编辑　郝　伟

·０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