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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调控与融资结构变化 

基于企业所有制与规模差异的研究视角 

徐 文舸 包 群 

[摘 要]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开始采取 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对宏观经 

济过热与流动性过剩进行调控。本文以人民银行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的 

货币政策调控为 自然实验的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倍差法的检验策略，考察了货币政策调 

控对制造业上市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由于不同所有制与规模的企业面临显著的信贷约 

束与融资能力差异，本文强调货币政策调控对这些异质性企业的融资结构的区别性影 

响。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导致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出现较为 

明显的调整，即外源融资占比、企业总债务率以及有息债务率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尤其 

是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明显。该 

结果不仅证实了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础的存在性．而且也揭示出作为调控对象微观企业 

的行为变化，为客观理解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影响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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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为应对“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四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宏观经济过热与市场流动性供给过 

剩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自2010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 

进行调控。特别是在 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期间，人民银行几乎是每个月上调一次 

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以及每个季度上调一次基准利率(25个基点)，其采用货币政策工具次 

数之频繁、实施力度之大是我国自实行现代宏观调控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因此，对于这 
一 政策调控的结果和效应进行科学评估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关于作为调控对象微观企业的 

行为变化以及所承担的不同调控成本等重要议题的研究均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很可惜 

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有相关文献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于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企 

业投资的资金成本(the cost of capita1)敏感性分析，但其调控微观企业行为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 

着争议(Maino and Laurens，2007；彭方平和王少平，2007；徐明东和陈学彬，2o12)。相反地，另一微 

观基础——融资结构的重要性则被大多数研究所忽略．国内鲜有文献从货币政策调控的角度来对 

此给予关注(叶康涛和祝继高 ，2009；曾海舰和苏冬蔚，2010)，但 Bernanke and Gertler(1995)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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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视为打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黑箱”(Black Box)的关键所在。 

有鉴于此 ．本文选取人民银行 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调控为研究 

对象 ，构建起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的框架 ，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 

ences)的检验策略，重点考察货币政策的调控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来证 

实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础的作用机理。值得指出的是 ，尽管有少数学者对融资结构进行了研究 

(赵冬青等，2008；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但都没有很好地避免可控实验下出现自选择或内生 

性的问题．而本文所采用的倍差法检验策略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为此，本文遵循曾海舰和苏冬 

蔚(2010)的做法 ，根据企业所有制与规模这两个重要维度来区分本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详见 

“研究设计部分”)，以此来考察异质性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控前后的融资结构变化。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有四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从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视角，特别 

是利用季度数据来更为准确地定义此次非常时期下的货币政策环境，证实了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 

础的存在性：其次，通过对异质性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控前后融资结构变化的研究，本文进行了更为 

细致且全面深入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本文构建起 自然实验的框架，采用倍差法的 

检验策略，避免了因出现 自选择或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误的问题；最后，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来 

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人民币贷款和货币供应量(M )的增速趋于“新常态”。本 

文的研究不仅对货币当局具有参考意义，而且也为今后的宏观调控提供了一种决策依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机制梳理和命题提出；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 

为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命题提出 

(一)对货币政策调控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机制梳理 

从 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的研究开始，经济学家们在“货币政策短期内会显著影响经 

济”上取得了共识 ，但对于货币政策如何施加这一影响仍存在着诸多争议(Bernanke and Gertler， 

1995)。传统的货币观(也称利率渠道)认为，货币当局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如联邦基金利率)来影响 

资金成本，进而影响以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为主的总需求，并最终影响到总产出，整个传导机制可 

简单概括为“政策调控一短期利率一资金成本一总需求 总产出”(Bernanke and Blinder，1992)。 

不过很显然，货币观忽略了金融中介的特殊作用以及存在异质性借款企业这些重要因素，因而也 

就无法解答政策效应的规模、反应时间等一系列“谜团”(puzzles)(Hubbard，1995)。 

为解决上述理论的缺陷，信贷观(也称信贷渠道。the credit channe1)将不完美信息等金融摩擦 

引入信贷市场．由此产生异质性借款企业在微观行为上的差异，进而提高了货币政策影响的解释 

力。信贷观认为，外源融资溢价(external finance premium，也称代理成本)的内生变化会增强货币 

政策在调控利率上的直接效应，换言之，就是货币政策调控将会同时作用于短期利率和外源融资 

溢价，并放大在资金成本上的调控影响(Bernanke and Gertler，1995)。所谓“外源融资溢价”，是指 

企业在外源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和内源融资(企业的留存收益)间的成本差异 ，外源融资的成 

本一般会远高于内源融资，而两者的差额大小则反映出信贷市场上的不完美程度和借款企业的异 

质性。 

进一步地，信贷观可分为两种传导机制：一是银行贷款渠道(the bank lending channe1)；二是 

资产负债表渠道(the balance sheet channel，也称广义信贷渠道)。随着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的发 

展 ，前者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而后者正逐渐扮演起 日益重要的角色，该渠道强调货币政策调控对 

于借款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担保比例和现金流比率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这最终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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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行为。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例，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首先是 

内源融资：政策调控 现金流 J， 内源融资 ；其次是外源融资：政策调控一现金流 、担保比 

例T_+外源融资溢价T_÷外源融资J，”。值得指出的是关于企业的融资结构。“金融加速器”理论 

(Bemanke et a1．，1996)给出了相应的微观基础，并揭示出借款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 

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在实证研究上，Oliner and Rudebusch(1996)也证实了经济冲击(如货币政策 

调控)往往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融资结构。有关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最新研究，主要是从信贷市场存 

在金融摩擦的角度，考察央行所能采取的最优货币政策(Carlstrom et a1．，2010：COrdia and Wood． 

ford，2010)。其中，具体是把代理成本产生 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来表示信贷市场的紧度 

(tightness)，并将该风险溢价融入标准的泰勒规则，构造出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即央行的货币政 

策调控在以往重点关注的“双重目标”(通胀和产出)之外新加入了风险溢价。此外。信贷溢价 

(credit spreads)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也有其他相应的拓展(C丘rdia and Woodford，2008；Fi0re 

and Tristani，2013)。 

对于融资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内外源融资占比，各种理论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张春，2008)。最为 

典型的是权衡理论和啄序理论，前者认为政策调控导致企业倾向于用内源融资来代替外源融资。 

结果是外源融资占比将会下降；与之相反，后者则支持企业会优先考虑债务融资，也就意味着内源 

融资占比将会下降。之所以两种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在于“企业家信心”这一关键变量． 

也就是在政策调控下企业家对于未来预期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企业对外源融资结构的变化(如股权 

与债务融资方式等)(苏冬蔚和曾海舰，2011)，而且也会影响内外源融资结构的变化。总之，在货币 

政策调控机制中，。融资结构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即“政策调控一融资结构变化 投资变 

化一产出变化”。 

(二)两个研究命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企业的融资结构是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中的核心变量和微观基础，但目前国内主要 

集中于对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产出之间的研究，而缺少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姜 

国华和饶品贵，2011)。为此，本文尝试从货币政策调控与企业融资结构的视角人手来进行探讨，试 

图厘清这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微观基础，尤其是考察异质性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控前后融资结 

构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的异质性一方面会影响外源融资溢价的大小，另一方面也在政 

策调控的过程中使得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对于企业的异质性，本文主要是从所有制和规模两个维度来进行刻画①。其一，关于所有制性 

质，这便会涉及到信贷配置的“所有制歧视”，即银行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外源融资(苟琴等， 

2013)。特别是在我国由国有银行占据信贷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所有制歧视”现象是十分普遍 

的(Allen et a1．，2005；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a)，并在货币政策调控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叶康涛和 

祝继高，2009；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b)。尽管有部分研究指出信贷配置的差异主要源于企业 自身 

禀赋的不同，而非所有制性质(方军雄，2010；白俊和连立帅，2012)，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策调控时 

期，民营企业的外源融资往往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转而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内源融资(Guariglia et a1．， 

2011；李新章和聂金锁，2003)②。其二，关于企业规模，大多数文献基本上都是从“货币政策变化对 

于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是否受企业规模的影响”角度来进行探讨 (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 

Huang et a1．，2012；曾海舰，2OLO)，但鲜有文献是从企业融资结构来进行研究(曾海舰和苏冬蔚， 

2010)。从某种意义而言，“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1)现象在企业寻求外源融资的过程中也是 

① 其他因素还包括企业的成长性等(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 

② 民营企业也可能会寻求高利贷等融资来源，但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故不作为本文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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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普遍的，大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受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小，而小企业则更依赖于传统的 

银行信贷 ，一旦进行政策调控便首当其冲(Holmstrom and Tirole，1997)。总之，基于融资的代理成 

本角度，银行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授信需要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就增加了代理成本，特别 

是在政策调控阶段 ．其外源融资溢价也将显著上升，为此银行会采取降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 

信贷比例、提高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信贷比例，该现象也被称为“安全投资转移”(flight to quality) 

(Bernanke et a1．，1996)~。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就此提出如下两个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否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即外源融资 

占比、企业总债务率以及有息债务率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对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显著。 

命题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否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即外源融资 

占比、企业总债务率以及有息债务率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对大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显著。 

我们认为，如果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融资结构没有实质性影响，那么上述两个命题将会被拒 

绝：但如果两个命题都通过了检验，那么就可以得到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融资结构有实质性影响 

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部分 

(一 )研究样本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 2009年第一季度至 2013年第四季度(共 20个季度)作为考察的时间 

窗口。同时，鉴于制造业是我国目前各行业中发展最为成熟、体系最为完备的支柱性行业，且制造 

业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也是最为普遍和频繁的②。为此，本文选取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2009~201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从而能充分利用大样本的信息来保证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制造业企业的季度数据均来源于 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系统之一般企业财务数据库，而 

文中涉及到的宏观经济数据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中国金融年鉴》。 

此外，为了使得企业的数据在考察期间具有可比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剔除工作：一是剔除了 

股票的交易状态表现为“非正常交易”的企业，诸如在股票简称前带有 sT(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 

ment)和 PT(特别转让，Particular Transfer)之类的企业 ；二是剔除最终控制人类型变更，而只保留 

国有控股以及民营控股的企业；三是剔除财务数据出现异常或存在缺失的企业 ，像净资产为负、资 

产负债率大于 1、缩尾处理等。最后，得到 625家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共 12500个季度样本。 

(二 )主要变量的定 

1．货币政策环境的界定 

针对我国人民银行所采取特定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徐鹏和徐文舸 ，2015)，以及参考 Romer 

and Romer(1990)和Boschen and Mills(1995)的叙述性方法，本文所定义表示货币政策环境的虚拟 

变量(mp)是基于以下三点的考虑⑧。 

① “安全投资转移”是金融投资中的一个概念 ，具体是指当整体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投资者将资金从风险较高的投资 

产品转移至较为安全的投资产品。 

( 在2001～2011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32％左右，远高于同一时期主要 

发达国家的水平。 

③ 在人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操作目标、中间目标、最终 目标各 自的表现和反应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差异。从相关规则来 

看，最为灵活的是操作目标，其反应几乎没有时滞，人行可以审时度势地对其进行调整；其次是最终目标，在每季度发布的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中，人行必须对外公布货币政策取向和政策 目标；最慢的是中间目标，以货币供应量(M )为例，其 目标值一般是在每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得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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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人民银行所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来看，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基准利率与存款准 

备金率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 2010年第四季度至 2011年第三季度期间．人民 

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其中，人民银行先后 5次上调基准利率。1年期 

贷款利率从 5-31％上调至6．56％，并且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更是从调控之初(2010年 9月)的 5．59％ 

大幅上升了 2．47％，至2011年 9月的8．06％；而在同期，人民银行也连续 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从 17％上调至 21．5％，累计上调 4．5％。 

其二 ，在人民银行的数量型中间目标上，人民币贷款和货币供应量(M：)的增速也同样自2010 

年底开始恢复到一个相对合理增长的轨道上来(王国刚，2012)~。如图 1所示，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增速从高位回落，尤其是在 2010~2011年间各 自新增贷款 7．95万亿和 7．47万亿．分别同比少增 

1．65万亿和 3901亿 ；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从 2010年之前远高于人民银行所提出的目标值水平 

大幅降至目标值附近的区间。 

其三 ．对于人民银行的政策取向和 

政策 目标而言 ，2010年第 四季度是一 

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点。在 2009~2013 

年人民银行所发布的历次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中，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取向的 

措辞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以及货 

币政策目标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转向“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 

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的转折点都是在 

2010年第四季度。此外 。人民银行每季 

度公布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和银行贷 

-．⋯ ⋯  

一- 

、 

、 

_  - 一 _ 一
一 、 

穗 掣 ⋯ ⋯ · 。 一 

， 黼榭 磊  

l《 i 
⋯ ⋯ 人民币贷款 ⋯ M 增长率 M：目标 

图 1 人民银行数量型中间目标的增速(2009~2013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款审批指数也都显示出 2010年第 四季度是货币政策的拐点，即两个指数分别从 2010年第三 

季度的高点 69．5和 45．5急剧下滑至 2011年第一季度的低点 39．4和 33．1②。 

有鉴于此 。本文以 2010年第四季度作为货币政策环境的分界点 ，即把 2010年第四季度 

至 2013年第四季度定义为紧缩时期 。而 2010年第四季度之前定义为宽松时期④。尽管 目前关 

于如何最为准确地定义我国货币政策的松紧区间，学术界还未取得共识 ，但相较于以往的文 

献 (Shu and Ng，2010；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靳庆鲁等 ，2012)，本文在这个议题上进行了更为 

细致且全面的分析。 

2．企业组别的分类 

对于所考察企业的组别，本文按所有制与规模两个维度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具体来说，所有 

制是以企业最终控制人来确定的。即以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控股类别为准，主要可以分为国有企 

业(国有控股)和民营企业(民营控股)两类。结合前面的分析，本文将民营企业作为处理组，而国有 

企业作为对照组。就企业规模而言，本文参照以往文献的做法(Oliner and Rudebusch，1996；曾海舰 

和苏冬蔚，2010)，以企业的总资产或营业总收入作为分类标准。以总资产为例，本文是将取对数后 

① 值得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从2011年才开始成为人行宏观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就是中间目标之一(中国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第一季度)，故本文不予采纳。 

②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是指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判断货币政策“适度”的银行家所占的百分比；银行贷款审批指数 

是反映银行家对贷款审批条件松紧的扩散指数。两者的数值越小均表示该季度的货币政策越为紧缩。 

③ 关于货币政策效应的持续期，有研究发现将至少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Romer and Romer，1990；Bemanke and Blind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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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资产(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值)进行排序，把低于中位数的数值作为小企业(处理组)，高于中 

位数的数值作为大企业(对照组)。 

3．因变量 的选取 

由于研究对象是微观企业的融资结构，为此对于因变量的选取主要是侧重于不同融资方式的 

度量(详见表 1)。一是关于内源融资的度量 ，前者只涉及企业自身对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和可抵押资产的所有权部分的融资；二是对外源融资的度量，本文按“是否直接对外支付利 

息”把外源融资分为有息和无息债务两类，其中，有息债务包括以长短期借款为主的银行信贷，而 

无息债务则是指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b)。这一安排更有利于对企业融资结 

构的变化以及融资方式的差异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检验策略 

本文通过倍差法的检验策略来考察假设命题，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否会对企业的融资 

结构造成影响①。为此，建立如下的模型设定： 

yi,t=ot+~lmp#+#2group~+t~3mp xgroupi+yxi-f_1+JLt+gi． (1) 

其中⋯Y 表示企业的融资结构和方式；mp 表示货币政策环境，紧缩时期为 1、宽松时期为0；group 

表示所考察企业的组别，包括企业的所有制与规模大小两种分类；倍差变量为 mp xgroup 。此外， 

~i 表示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为避免产生内生性问题 ，这些控制变量均取滞后一期； 
则,t-是1

表示时间效应的虚拟变量，比如，年度与季度的虚拟变量，以及一些为检验事件发生之前是否 

存在共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详细的变量设置说明参见表 1。 

特别地，本文重点关注倍差变量的系数，其估计的意义是指所要考察的样本处理组平均变化 

与样本对照组平均变化的差异，可以用如下的数学表达式进行解释： 

卢3=[E()， l， P =l，group =1， ， 1， )一E(y l玎 =0，grottpi=l，26i， 1，九 )] 
- [E(y【，ll， 1，group O，麓．f_l， )-E(y【．1l，印 0，groupi=O，2(i， 1， )] (2) 

其中，前一个方括号表示样本处理组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平均变化 ，而后一个方括号则是样本对照 

组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平均变化。为此，根据检验命题，当处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不管是按 

所有制还是规模分类，本文都预期在“外源融资占比”、“总债务率”和“有息债务”方程中的系数届 

均显著为负。 

总之，为了得到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 ，本文将按照“先解释变量、再控制变量、后虚拟变量”的 

顺序逐一地加入估计模型．同时．本文的所有估计模型对标准误均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处理 。 

四、实证分析部分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表 2给出全样本及各分类组别的描述性统计。对于全样本而言，在融资结构方面，外源 

融资占比、总债务率和有息债务率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30．4％(32．3％)、23．6％(22．1％)和24．3％ 

(23．8％)。这说明两点，一是整体的外源融资占比不高，仅及内源融资的一半；二是有息债务几乎占 

到企业总债务的大部分。在经营行为上，反映盈利能力的资产 回报率均值(中位数 )为 3．2％ 

(2．1％)，担保比例均值(中位数)在 31％(24％)以上，现金流比率均值(中位数)为2．5％(1．6％)。从 

① 虽然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宏观政策会影响到所有样本企业的融资结构，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应该是具有差异的，而倍 

差法正好适用于甄别不同组别样本的差异性影响效应。 

② 由于倍差法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序列相关的问题，这就会高估估计参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Bertrand et a1．，2004)。 

为此．本文通过对企业进行聚类处理来消除序列相关问题的影响。 

86 



金 融 评 论 2016年第1期 

盈利能力 

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 

企业规模 

担保 比例 

现金流比率 

资产回报率=净利润，总资产 

取对数后的营业总收入的增长率 

取对数的总资产 

担保比例=固定资产净额，前一期总资产 

现金流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前一期总资产 

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 

Gertler and Gilchfist(1994) 

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 

曾海舰和苏冬蔚(2010) 

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 

分组类别来看，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反映融资结构的三项指标上，国有企 

业组和大企业组(对照组，以下同)均分别高于民营企业组和小企业组(处理组，以下同)。上述现象 

也在企业经营行为上得以体现，尤其是企业的担保比例和现金流比率，对照组的数值都远高于处 

理组。这表明对照组运用外源融资的能力会更强。不过，对照组在反映盈利能力的资产回报率上还 

是略逊于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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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 3列出按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分类的组别在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进行均值比较的检验 

结果。很显然，不管是处理组还是对照组，其在货币政策紧缩环境下的外源融资状况均显著地低于 

货币政策宽松环境下的外源融资状况。特别是在反映融资结构的三项指标上，这一差异都是十分 

显著的。 

表 3 分组均值的比较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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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均值检验采用T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为 t值；“ + 表示参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零。 

再者，图2给出了各企业分类组别在外源融资上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到，自2010"--2011年开 

始各组别之间的走势有较大的差距，处理组比对照组下跌得更多，前者的降幅甚至一度超过 10％。 

此外，各分类组别的融资结构变化在趋势上是非常相似的，这就表明对于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变化 

的其他经济因素而言，人民银行所主导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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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 融资结构变化的趋势分析 (以有息债务率为例 ) 

注：图中的数据均以各组别的中值标识。 

(二)基于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 

先对命题一进行考察，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否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 

化．而对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显著。表4结果显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确实对民 

营企业的融资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倍差变量的估计系数一直为负，且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 

平。这说明当货币政策环境趋紧时，民营企业的外源融资占比相较于国有企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 

势，特别是在逐一加人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后，也未明显改变该估计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值得指出 

的是年度虚拟变量与考察组的交互项(即 dy2OO9pro)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对照组和处理组在人 

民银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之前具有基本一致的时间趋势，也就满足了倍差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曾海舰和苏冬蔚，2olo)。 

对于控制变量，lroa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当资产回报率较好时，企业会更多地利用 自 

有资金，从而降低外源融资的比重；lgrow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未来发展状况好转的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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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外源融资的比重来积极开展投融资活动；lnass也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于增 

加外源融资的比重；lguarant和lcf分别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为负，反映具有较高担保比例和较 

低现金流比率的企业也易于增加外源融资的比重。 

表 4 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外源融资占比的影响(按所有制) 

注：表中数据为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 t值；“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显著；以上说明在表 

5至表 12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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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面“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占比下降”的现象，先对反映外源融资整体状况的“总债务率”进 

行考察。表 5结果显示 ，该倍差变量的估计系数仍一直为负，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环境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整体的外源融资状况，其下滑的趋势是十分显著的。 

表5 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总债务率的影响(按所有制) 

注：限于篇幅原因，在表5至表 l1中，年度与季度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逐一汇报。 

本文还考察“有息债务率”来进一步揭示“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占比下降”背后的深层原因。一般 

而言．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包括有息债务和无息债务两个部分 ，后者是企业应付款项减去应收款 

项的差额，属于商业信用的范畴(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b)。表 6的估计结果显示，紧缩性的货币政 

策环境导致民营企业的有息债务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其倍差变量的估计系数一直为负，且通 

过 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有息债务率的下滑是导致“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基于企业规模的估计结果 

本文再对命题二进行考察，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否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明显 

的变化，而对大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显著。按照前面对企业所有制的分析步骤，即从融资 

结构、到总债务率、再到有息债务率。先从表7可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 

91 



徐 文舸 、包群 ：货币政 策调控 与融资结构变化 

表7 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外源融资占比的影响(按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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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占比相较于大企业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其倍差变量的 

估计系数一直为负，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逐一加人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也并未明显改变该 

估计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其中，dy2OO9size系数不显著，表明对照组和处理组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 

之前具有基本一致的时间趋势。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企业所有制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 

接着．对总债务率的研究结果如表 8所示 ：倍差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显著为负，这说明货币政 

策调控导致中小企业整体的外源融资状况有下滑的趋势。 

表8 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总债务率的影响(按企业规模) 

93 



徐文舸、包群：货币政策调控与融资结构变化 

同样，继续考察有息债务率，估计结果如表 9所示，倍差变量的估计系数一直为负，且基本显 

著。这表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中小企业的有息债务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也就是中小 

企业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减少外源融资的策略来应对政策调控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表 9 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有息债务率的影响(按企业规模)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敏感性测试。 

一 是逐一加入不同变量。在每一个分类组别下，我们均按照“先解释变量、再控制变量、后虚拟 

变量”的顺序逐一地加入估计模型，以上表 4～表 9的结果均显示该估计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并没 

有发生明显地变化。 

二是再定义因变量。我们把内源融资占比(ifef)作为新的因变量进行分组估计①。表 10的结果 

显示 ：各组别的倍差变量估计系数一直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当人民银行实施紧缩 

性货币政策之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占比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一结论与前面的 

分析结果高度一致。 

① 其中，内源融资占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抵押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十可抵押资产+短期 

借款+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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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与季度 

虚拟变量 

dy2OO9xpro 

constant 

R-square 

样本量 

0．027’ ’ 

(3．73) 

0．022 

(3．78) 

- 0．Ol3 

(一0．96) 

0．677 

(74．56) 

0．0108 

8319 

年度与季度 

虚拟变量 

dy2OO9xsize 

constant 

R-square 

样本量 

0．034 

(4．64) 

0．018̈ 

(3．19) 

- 0．O004 

(-0．03) 

三是企业组别的新分类。这里采用营业总收入来重新衡量企业规模，将取对数后的营业总收 

入(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值)进行排序 ，把低于中位数的数值作为小企业，高于中位数的数值作为 

大企业。新的估计结果与之前按总资产分类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中小 

企业的外源融资占比、总债务率和有息债务率均有明显的下降(见表 l1)。 

四是替换控制变量。其一，借鉴李青原和王红建(2013)采用净资产回报率(1roe)作为企业盈利 

能力的替代指标；其二，使用固定资产与前一期总资产的比重(1fixass)作为企业担保比例的替代指 

标；其三，参照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把现金持有比率(1hcf)作为企业现金流比率的替代变量①。 

新的估计结果表明这些稳健性检验都与前面的主要结论保持一致，其中，企业所有制的显著性要 

高于企业规模 

① 其中，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一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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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2 稳健性检验 四 

注：本表综合汇报了稳健性检验中“倍差变量”的估计结果 ，其中控制了其他变量，但限于篇幅原因，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没 

有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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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 2009~2013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人民银行 2010年第 

四季度至 2011年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调控为研究对象，构建起自然实验框架，通过采用倍差法的 

检验策略。从货币政策调控与企业融资结构的视角人手，重点考察货币政策调控对异质性的制造 

业上市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来证实融资结构这一微观基础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紧缩 

性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导致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即外源融资占 

比、企业总债务率以及有息债务率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尤其是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对国 

有企业和大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则影响不明显。基于此，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要更加注重定向调控与精准发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如向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环节等)，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和“滴灌”，而不搞“大水漫 

灌”，防止因政策调控过度导致经济剧烈波动。目前，人民银行创设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新工具，包括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以期增强宏观调控的 

有效性，可以说我国的宏观调控正朝着一个更为合理且科学的方向发展。 

其二，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需要共同努力，逐步消除信贷市场上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 

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现象。一是减少政府对国有银行经营行为的行政干预，积极做好简政放权，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二是加强银行间的竞争，着力改善信贷市场环境，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三是鼓励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高自身信息的透明度 ，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扭转其在信贷市 

场上的被动和弱势局面。 

总之．对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以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必须要起到“不仅稳 

增长，也要调结构 ，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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