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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层面上，“ 脱实向虚” 表现为资金不

企业只能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融资。 这些企业对影子

断流入虚拟经济，引起影子银行体系膨胀、资产价格

银行的资金需求推高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投资收益

繁荣，以及实体经济有效投资不足。 在微观经济层

率。 面对影子银行的高收益率，低风险企业选择减

面上，“ 脱实向虚” 主要指企业金融化，即非金融企

少实业投资，把从银行获得的相对廉价的贷款转投

业增加 金 融 资 产 投 资 而 减 少 生 产 性 投 资 的 现 象

影子银行，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 金融化的企业

（ 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５） 。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提出了

“ 蓄水池” 和“ 投资替代” 两种解释。 “ 蓄水池” 理论
指出，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储备流动

性（ Ｓｍｉｔｈ 和 Ｓｔｕｌｚ，１９８５； 胡奕明等，２０１７） 。 根据该

事实上充 当 了 高 风 险 企 业 和 银 行 之 间 的 “ 实 体 中
介” （ Ｓｈｉｎ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３；Ｄｕ 等，２０１７） 。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为预防企业破产

带来的损失，必须设置严格的贷款条件，来保证贷款
能够收回。 风险异质性的企业破产概率不同，银行

理论，实业投资越多的企业在遭遇财务困境时需要

就会设置差别性的贷款限制，换言之，不同企业会受

越多的流动性，从而平时持有的流动性储备也会越

到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

多， 即实业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但

从银行承担风险的角度看，设置差别性的融资

从数据上看，中国企业金融投资与实业投资是负相

约束能够提升效率。 对低风险企业而言，融资不歧

关的，这与上述推断不一致，故“ 蓄水池” 并非是中

视下的抵押率较差别性融资约束时更低，当该类企

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原因（ 张成思和张步昙，２０１６；

业破产时，抵押品的清偿价值将大于坏账金额，银行

彭俞超等，２０１８） 。 “ 投资替代” 理论认为，企业金融
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２００８） 。 当

仍然能够足额收回贷款。 对于高风险企业而言，融
资不歧视下的抵押率较差别性融资约束时更高，当

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高于实业投资时，企业进行金

该类企业破产时，抵押品的清偿价值将小于坏账金

融资产投资的比重会提高；反之，企业进行实业投资

额，银行将不能足额收回贷款。 由此可见，对风险异

的比重会提高（ 张成思和张步昙，２０１６） 。 根据该理
论，中国不断提升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是由实业投资

质性企业设置差别性的抵押率有助于降低银行面临
的信用风险。

与金融资产投资间的收益率差距引起的。 但是，金

然而，从企业部门的角度看，差别性融资约束降

融资产投资收益率为什么会长期高于实业投资收益

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低风险的传统企业经营效率

率，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低，而高风险新兴企业经营效率高，当银行以相同的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对风险异
质性企业的差别性对待。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企业从银行获得融资将受到一定的融资约束。 低风
险企业未来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银
行的青睐，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小；高风险企业未来违

贷款条件发放贷款时，这两类企业均能获得相当的
融资水平（ 杠杆率） 。 当银行以差别性贷款条件发
放贷款时，新兴企业获得的贷款更少，传统企业获得
的贷款更多，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所下降。 银行 “ 风
险导向” 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中“ 效率导向” 的资

约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大。 于是，

源配置方式存在一定的矛盾。 企业间的资源错配为

高风险企业被迫寻找其他的融资渠道，如金融市场、

影子银行体系的自发形成提供了基础。

影子银行等。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市场主导的发达国

银行经营管理态度越积极，甄别企业风险的动

家，高风险企业主要依靠金融市场融资。 在中国、印

机越强，进而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意愿越强，从

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缓慢，高风险

而导致其对上述两类企业设置更高的抵押率以发放

４２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５ 卷 总第 ２０７ 期

经济学研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更高的贷款。 随着银行经营管理积极性的上升，传

至接近于新兴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较高的融资成本

统企业的抵押率提高的幅度较新兴企业更大一些，

提高了新兴企业的债务负担，不断提高的债务负担

导致融资约束的差别性程度增加了。 考虑到中国银

又使新兴企业的利润率进一步下降，抑制了新兴企

行业现状，非国有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市场化程度更
高，其经营管理态度较国有银行更积极。 随着银行

业的投资积极性。 以“ 融资贵” 替代“ 融资难” ，在短
期中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财务困境，但在长期中会

的市场化改革，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下降，企业部门

加剧中小企业的债务负担。 第二，企业金融化导致

的融资约束缓解，对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提高，低风

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聚集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削

险与高风险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差别性程度也会
提高。
在存在企业金融化的情况下，国有银行比重下

降是一把“ 双刃剑” 。 具体而言，随着市场结构中国

弱了金融稳定（ 王永钦等，２０１５） 。 从风险管理的角
度看，银行对上述两类企业设置不同的贷款条件是
有效率的，减少对新兴企业的贷款，正是为了控制信
用风险。 但与此同时，传统企业通过影子银行向新

有银行份额的下降，银行平均的经营管理积极性提

兴企业投资，导致其承担的风险增加，从而间接地提

高，企业部门面临的整体融资约束减轻了。 与此同

高了银行的风险。 作为实体中介的传统企业并不具

时，银行对风险异质性企业的差别对待程度上升。

备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当新兴企业出现超预期的

从银行的角度看，银行信贷配置效率得到改善，银行

大面积违约时，传统企业也会因遭遇损失而被迫违

承担的信用风险降低了。 然而，随着企业间影子银

约， 最终使银行遭受更大的损失。

行交易规模上升，传统企业在分享新兴企业收益的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落后是导致高风险企业向影

同时，也承担了新兴企业一部分的风险，而这一部分

子银行融资的客观原因。 高风险的新兴企业应该首

风险最终可能会对银行造成负面影响。 充当“ 实体

先借助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其次才考虑向银行或者

中介” 的传统企业，成了银行和新兴企业之间风险

影子银行融资。 然而，由于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

传染的桥梁，当新兴企业遭遇未预期的较大的负面

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相对银行部门发展缓慢，新兴企

冲击时，就可能引发影子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

业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于是，这些企业长期

而传染到银行体系。 因此，在存在企业金融化的情

依赖自身利润积累即内源融资来维持企业的生产经

况下， 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高

营。 在经济繁荣时，企业的利润充足，内源融资能够

了经济效率，但随之带来的融资约束差别性程度增

支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投资。 而在经济环境恶化

加却放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由此可见，深化金融

时，企业利润下降甚至遭遇亏损，内源融资难以维持

体制改革需要注重银行体系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的

企业的生存，这时企业被迫选择向影子银行融资。

协调性。

在同时推进银行和市场改革的情况下，金融市

企业金融化虽然优化了企业部门的资源配置，

场改革和银行改革的相对优先程度会影响到改革过

但放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金融化的积极作

程中的福利变化。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银行为

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企业金融化使企

主导，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缓慢，银行优先的金融改革

业部门的资源实现再配置，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策略在推动企业部门融资约束下降的同时，也必然

由于风险异质性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新

会导致企业金融化行为增加，进而引起影子银行规

兴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充足的融资，而传统企业从

模上升。 当市场改革优先且市场改革对企业金融化

银行获得了相对过量的资金。 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使

的负影响超过银行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影响时，

资金自发地从低效企业通过影子银行流向了高效企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金融化比重就不会上升，

业，缓解了资源错配，提高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

甚至不断下降。 银行改革先行的路径对金融稳定和

率。 第二，企业金融化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财务困境。

经济效率而言不是连续的帕累托改进，而市场改革

金融资产较固定资产的流动性高，当企业资金盈余

先行的路径每一步都是帕累托改进的，更加平滑地

时，把多余资金用于金融资产投资。 在企业遭遇未

实现了金融体系的改革目标。

预期的负冲击而出现资金短缺时，可以卖出金融资
产以获得流动性，缓解财务困境。

银行改革和市场改革都是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
内容，但是要把金融市场改革和直接融资发展放到

然而，企业金融化对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负面

更加重要的位置。 基于以上分析，相对完善的金融

影响。 而且就目前而言，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更

市场是银行业改革的前提条件，只有使金融市场改

加突出。 第一，企业金融化推高了新兴企业的融资

革先行，才能减弱银行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

成本（ 刘珺等，２０１４） 。 由于新兴企业可选择的融资
渠道少，资金需求迫切， 在资金价格上缺乏议价能

力，因而影子银行的利率不仅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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