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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财政政策与企业创新能力
激励性规制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政

〔２００９〕２０３ 号与财税〔２０１４〕 ５９ 号文件中规定，高新
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税率按 １５％

征收，而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较低的所得
税税率减少了企业税收缴纳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府制定政策给予企业正面诱因，可以弥补创新活动

了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和专利数量的增加。 税额

的正外部性，降低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

减免涉及的税种较多，有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有科

新活动的积极性。 因此，财政政策成为政府激励与

技重大专项免征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 无

引导企业创新的常用措施。 按照政府激励方式以及

论是哪种税收优惠方式，都体现为企业纳税额的降

支持渠道的不同，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政府资助与税

低，企业创新成本减少。 其目的是引导企业从事创

收优惠两种主要工具。 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在资金
支持方式、惠及对象和审批过程方面存在差异，因而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方式也不同。
政府资助一方面具有资金供给效应，另一方面

新活动，提高创新能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财政政策中税收优惠工具对企业创新

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 二） 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分析

具有认证效应。 政府资助的资金供给效应有利于企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

业创新，因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瓶颈

程，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特点也不一样。 生命周期

是资金不足，企业获得政策资金支持，无疑对科技型

不同阶段的创新特点决定了各阶段融资需求的差

中小企业的创新资金需求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从

异，对财政政策不同工具的需求不一样。 财政政策

而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创新项目。 同时，政府资助具

中政府资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工具的支持方式不同，

有认证作用，有利于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外部金

税收优惠是政府通过税额减免或较低税率，降低企

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拓展企业融资渠道，从而

业创新投入成本，属于事后激励；而财政政策是政府

促使受资助企业增加研发强度。 另外，政府资助是

对符合审核条件的企业或项目直接给予资金支持，

针对单个企业中的项目或具体业务给予支持，要对

多属于事前激励。 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

申报的项目进行前期调研，组织专家团队进行审核

小企业，由于资金不充足，信用记录少，导致信贷融

和认定，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数额的资

资难。 相比税收优惠，企业更需政府资助创新活动。

助。 受资助企业的创新项目经过严格审核程序以及

税收优惠对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资有积极影

专家的评议，表明企业创新项目可行性得到认可，将

响，但产生的影响很小。 相反，政府资助多以无偿

会提高企业开展该项目的积极性。 特别是初创期高

的、事前直接资金支持的方式对企业创新项目拨款，

科技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能够产出更多创新成果，

能够缓解早期阶段企业的创新资金不足。 另外，通

且增值效应显著。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财政政策中政府资助工具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具有激励作用。

税收优惠是政府激励或引导企业创新的主要政
策工具。 我国税收优惠文件以单一模式为主，复合
模式较少，且所得税优惠较多，包括税率降低、税基
抵扣、 税 额 减 免 等。 税 率 降 低 的 文 件， 如 国 税 函

过专家对企业创新项目的审核和认证，进一步提高
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信心。 现有研究表明，创新
基金项目在专利数量、新产品产值与出口等方面是
有效的。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在种子期与初创期，政府资助比税收优

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

成长期企业的产品已获得市场认可，有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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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占有率。 但是，该阶段的企业高成长性特点，
获得外部债务融资需要抵押或担保， 融资量有限。
政府资助不仅可以获得无偿资金，而且还可以起到
认证作用，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入，拓展
创新融资渠道，从而解决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 另
外，成长期企业产品销售收入逐渐增多，企业具有了

持的情况来看，初创期企业获得政府资助与税收优
惠比例分别为 １３．０％ 与 １０．９％，成长期获得政府资
助与税收优惠比例分别为 ２２．０％ 与 １８．２％，而成熟
期获得政府资助与税收优惠比例分别为 ２３． ５％ 与

２５．１％。 然后，从三个阶段获得政府资助与税收优
惠的支持资金额来看，同样是成熟期企业获得资金

一定的盈利能力，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成果转化等相

额最多，其次是成长期企业，最后是初创期企业。 可

关的税收优惠能够给企业带来税费减免的好处。 同

见，不论是政府资助还是税收优惠，后期阶段企业获

时，该阶段企业为了巩固市场地位，需要技术升级或

得财政政策较多，而早期阶段企业获得较少。

开发新的产品。 税收优惠与政府资助将是企业创新
需求转变为创新行为的助推器，加速企业创新能力

（ 二） 回归分析

１． 财政政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 我们以

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４。

企业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资助、税收优惠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都具有激励作用。

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财政政策与创新能力回

假设 ４：在成长阶段，政府资助与税收优惠对科
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有了主导产品，企

业销售收入稳定，资金实力较强。 成熟期企业的产
品销售收入较多，税收优惠对该阶段企业税额让渡
效果会较为明显。 另外，从税收筹划的角度看，成熟
期企业原有产品具有较多的利润， 需要缴纳税费。
而我国现有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可以抵扣本期收
入，降低利润，减少企业税费。 因此，企业加大研发

为解释变量，检验企业财政政策支持行为与支持力
归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
著的激励作用，假设 １ 得到支持。 第二，税收优惠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 ２ 得到支持。 该结果表明政府的支持行为会影
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起到了政策调控作用，对
企业产业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２． 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分析。 生命周期不同

投入，不仅可以增加本期成本费用支出，起到抵扣税

阶段的财政政策与创新能力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明：

费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开发新产品、研

第一，无论是支持行为还是支持力度，政府资助与税

发新技术，提高创新能力，从而稳定市场地位，获得

收优惠均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再次支持

假设 ５：在成熟期，税收优惠比政府资助对科技

业创新能力具有较大影响，而税收优惠的影响较小，

长期发展保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５。
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

二、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

２０１４ 年我们以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库为总

体，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特点及其认定标准，最终获
得有效样本 ８０７ 家。

从 ８０７ 家总样本看，创新能力在样本中的均值

本文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第二，政府资助对初创期企
即假设 ３ 得到支持。 第三，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对

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即假设 ４ 得到支持。 第四，在企业成熟期，
税收优惠措施比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
用更大，假设 ５ 得到支持。

三、政策建议
１． 增加早期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府资助。

大于中位数，存在右偏分布。 也就是说，企业创新能

由于初创期企业资金、市场对产品接受度、融资能力

力受极大值影响，使得均值比中位数大。 这也说明

等方面都不利于其发展，财政资金直接支持不仅缓

样本中存在创新能力特别好的企业。 从样本获得政

解了早期阶段企业创新发展的资金需求，而且在获

府资助与税收优惠的情况看，获得政府资助的比例

得财政支持过程中要经过专家审核等程序，会提高

为 １８．５％，获得税收优惠比例为 １７． ０％。 这表明科
技型中小企业中获得财政政策的比例都不高，且政

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

２． 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府资助支持比例高于税收优惠。 从政策支持额度上

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解决创新中的

看，政府资助支持金额也是大于税收优惠额度。

难题，而且能够提高社会资金与群众的参与度，促进

从生命周期的分组样本看，创新能力在初创期、

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均值依次为 １８．３９２、２５．３７１、

创新资源共享。

３．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

２８．６８５，成熟期企业的创新能力最强，而初创期企业

展。 解决企业创新融资瓶颈，除了财政政策直接资

最弱。 由此可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

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

期阶段，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差异。 这与本文生命

次资本市场，使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

周期阶段划分是一致的。 从各阶段企业获得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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