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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企业杠杆率水平、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

——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宁薛平  张庆君

摘要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的经济政策前提下，分

部门、分债务类型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对于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尤为重要。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

司为样本，研究了杠杆率水平、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的

逻辑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一方面，杠杆率水平对金融

错配产生非线性影响，当杠杆率水平低于杠杆率门限阈

值时，增加杠杆率会减缓金融错配 ；当杠杆率超过杠杆

率门限阈值时，增加杠杆率会加重金融错配。另一方面，

实现杠杆率从大型企业转移至中小型企业，从国有企业转

移至民营企业，从托宾 q 值低、盈利能力弱、成长性差

的企业转移至托宾 q 值高、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强的企业，

对金融错配具有一定的缓释效应。本文研究结果对进一

步促进供给侧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结构性去杠杆，防

范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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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目标已经从高速增

长转为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一是靠资

本的优化配置，二是靠持续的技术创新。无论从哪个目

标出发，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都是关键目标。然而，

在我国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金融脱实向虚”“高杠杆”

等问题也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由高杠杆引致的虚拟资

本不断增加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而且在实体企

业中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占有更多金

融资源的企业产出效率不高，导致整体经济难以实现资

源配置的优化，产生了金融错配的现象，从而弱化了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伴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战略的提出，“去杠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五大任

务之一。去杠杆应实行“三步走”战略 ：首先是杠杆率

增速趋缓，其次是杠杆率趋稳，最后是杠杆率趋降。因

此，在保持杠杆率总水平稳定的前提下，关注杠杆率内

部结构并实现部门间及部门内部企业间的杠杆转移，对

缓解金融错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负担日益增

加。2008-2015 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

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从 141.3% 增加到 243.3%，上升了

102%。与此同时，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间存在

杠杆率转移（见图 1）。

从全球各国横向比较来看，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

率与美、英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非金融部门中的非

金融企业杠杆率却处于最高位置。截至 2015 年底，政

府部门债务占 G D P 比重为 41.7%，居民部门为 38.8%，

非金融企业部门为 162.7%，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

2008-2015 年上升了 66%。

从所有制结构角度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上

市国有企业经历了加杠杆过程，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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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务规模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反观非国有企业，

其杠杆率整体上呈现出去杠杆趋势，非金融企业总体杠

杆率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部门（见图 2）。

较高的杠杆率使金融部门及非金融部门的各经济主

体承担过度风险，增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因此，去

杠杆，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是当前经济工作

的重心之一，去杠杆成效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控

制金融风险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对中国这类结构性问题

突出的经济体而言，在去杠杆这个问题上若只关注杠杆

总水平高低，而忽视杠杆率内部结构是否合理有失偏颇。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水平趋稳，总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通过杠杆转移来降低杠杆率风险，是现阶段改善我国金

融错配现象的有效手段。对此，本文尝试通过解答以下

问题探索杠杆率水平、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的关系：（1）

杠杆率水平高低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如何？（2）非金融企

业内部杠杆转移是否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缓解金融错配

是否具有积极影响？

本文一方面研究上市公司杠杆率水平与金融错配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有关资本结构的研

究 ；另一方面，大多数有关杠杆转移的研究都是基于杠

杆率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间转移，

而本文分别从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及企业特征等角度

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范围内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具有不同成长性的企业之间

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缓释效应，为我国积极稳妥去

杠杆的战略布局提供微观证据和政策依据。

一、文献回顾

1. 金融错配与企业杠杆率水平研究

“错配”是对资源最优配置状态的偏离，占有更多

债务资源的主体未能产生高增长及高效率。金融错配即

金融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状态，也就是说，占有金融资源

的部门和企业不能产生高效率，主要分两种 ：金融资源

内涵型错配和金融资源外延型错配。[1] 伴随着全球金融

危机的冲击，我国杠杆率迅速攀升，进一步加重了金融

错配。从全球来看，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与美、英

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却处于较高

位置，高杠杆率将加重金融错配。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集中于企业高杠杆率产生的原因及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

配的影响：（1）研究引起高杠杆率的原因。李翀 [2] 指出，

在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融资受到金融监管的限

制，银行贷款依然是非金融企业负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长期依靠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债务融资，使企业承担的债

务逐年积累，进而提高了企业杠杆率。（2）研究杠杆率

影响企业部门间的资金错配。P e y e r 等 [3] 探究了杠杆率

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部门之间的资金配置，进一步研究

这些变化对企业价值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若将重点着

眼于短期现金流而忽视长期受益，忽视高边际产出部门，

那么杠杆率对企业价值有负效应。高杠杆通过创造激励

将投资分配给产生高现金流量的部门，进而对投资政策

施加成本。由于高杠杆率所导致的投资政策改变，使不

具有系统性过度投资特征的公司产生更高的成本。（3）

研究中国非金融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与

金融错配的现状。B a i 等 [4] 通过中国公司数据量化中国

的金融摩擦程度，以及金融摩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

公司储蓄及资本错配。研究发现，与国有大企业相比，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更低、成长性更好，国有企业

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比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低 11%-54%，[5]

尽管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效率，却面临着更高的利

率和边际资本成本，难以获得金融资源，[6] 民营企业在

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内源融资。近十几年来，银行拨给

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不到 20%，剩下 80% 以上的银行

贷款都拨给国有企业。（4）研究指出金融错配与高杠杆

率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金融危机。D ol l a r 等 [5] 实证检验了

我国国家控股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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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天然联系决定了政府与银行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的

信贷政策倾斜，使国有企业聚集的城市信贷规模不断增

加，速度不断加快。中国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倾向

于国有企业的政府主导性金融，因此中国的金融错配现

象日益严重。同时，高杠杆率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金融风

险。大部分文献认为，过度杠杆与金融危机存在联系，

信贷泡沫会引发金融危机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

家。在发达国家，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也是经济繁荣和萧

条的关键驱动力，J o r d à 等 [7] 基于长期历史数据对这方

面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过度杠杆与金融危机之间

易形成恶性循环效应。

2. 杠杆率结构调整及杠杆转移的经济后果研究

去杠杆的过程通常会面临去杠杆与稳增长两难选

择。A g h i o n 等 [8] 认为，企业应对流动性冲击的能力会

受信贷约束增加而减弱，出现顺周期特征，加大经济波

动。B e r n a n k e 等 [9] 指出，危机时期持续高失业率将会

对经济产生结构性危害，不能因非常规货币政策存在成

本而忽视一国可能面临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Liu 等 [10] 

发现，信贷约束影响商业决策是通过影响资产价格来实

现的，经济波动会随信贷约束加强而放大，增加冲击影

响的持续性。D a l i o [11] 指出，所谓的去杆杠化就是降低

负债 / 收入比率。当债务负担过大时采取去杠杆，去杆

杠化有成功的（如 1930-1932 年的美国），也有惨淡收场

的（如 1980 年的拉丁美洲），若去杠杆无法降低负债 /  

收入比率，就会出现巨大的经济损失 ；反之，则会成功

扭转经济不堪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有序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使经济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李扬等 [12] 通过研究

资本结构错配问题指出，解决杠杆率高悬的问题要采

用“杠杆转移说”，并指出去杠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

程，古典危机中过度去杠杆在短期内会使银行出现倒闭

潮、金融市场狂泄、失业率上升、市场萧条等极端后果。

谭小芬等 [13] 认为，去杠杆意味着减少负债、紧缩信用，

最后导致实体经济下滑。盲目要求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使

其流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利润空间大大缩小，会

使去杠杆化进程变得极为缓慢，甚至适得其反。胡悦等 [14]

通过观察我国上市公司的杠杆率变化认为，国企与私企

杠杆率的变化是由于经济增长硬约束和国企预算软约束

下，国企融资决策受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该情况

下，总量上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流向国有企业

的资金比重上升，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

杆率攀升及部门内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杠杆率分化，进

一步加重了我国现存的金融错配现象。对我国这类结构

性突出的经济体而言，不仅应该关注杠杆总量问题，更

应着眼于杠杆率结构。以往有关杠杆率水平的文献大多

探讨杠杆率或负债融资的线性影响，而本文实证检验了

杠杆的非线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有关资本结构

的研究。同时，之前的研究大多是考虑杠杆率在政府部

门、居民部门及非金融企业部门之间转移对资源配置和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内部杠杆率

如何转移的文献较少。本文对现有文献未关注到的现象

做出了进一步补充，着眼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内部，探讨

不同性质企业间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缓释效应。

二、研究假设

1. 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配的影响

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值相关性的著名的 M M

定理，是分析微观杠杆率的理论基础。现代资本结构

研究起源于 M o d i g l i a n i 等，[15] 传统资本结构理论认为，

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但只有在一个不存在交易

成本的完美金融市场中，这一理论才会成立（M M Ⅰ）。

M o d i g l i a n i 等 [15] 在 M M Ⅰ的基础上加入税收因素形成

M M 模型Ⅱ，认为加入了税收因素之后的企业价值与债

务融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税收是最优资本结构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杠杆率增加，税收优势被债务成

本的增加抵消，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大。随着引入

税收因素并拓宽 M M 理论前提条件，代理理论等各类不

同理论也得到广泛推广，债务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

到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及市场价值的作用。[16]

债务杠杆本身为中性词汇，其评价结果则取决于该

杠杆是否能将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发挥到最大，合理的债

务融资可以解决经济中的资金问题，促进需求增加，降

低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的损害程度，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进而走向繁荣。当经济处于繁荣高涨时期，各实体部门

纷纷鼓励举债、投资、消费，促使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逼近并超过阈值时，信贷泡沫破裂，经济急速下滑，甚

至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权衡理论认为，如何平衡举债

的减税收益与破产成本，进而将企业价值维持在最高水

平，是企业主体追求的根本目标。我国因金融市场不发

达、信贷扭曲及政府政策扭曲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产出

效率高的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融资，而产出效率低的企业

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方面却具有优势，金融资源投

向存在结构性错配。当提高经济中的杠杆水平时，产出

效率高的企业能够发挥债务融资的市场治理属性，进一

步提高企业盈利和投资效率，缓解金融错配。但当经济

中的杠杆率水平不断增加，金融错配背景下本就拥有融

98-107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2期第              页 



101

财务管理
资优势的低效率企业会对高效率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促使金融资源不断流向自身，债务逐渐抵消了其相对于

税收的净收益。此时，高杠杆企业会出现债务积压问题，

加大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加重金融错配的后果。根据

以上分析，可初步判断杠杆水平对金融错配产生非线性

影响，当杠杆率水平未达到某一杠杆率水平时，提高杠

杆率将发挥债务融资的市场治理属性，对缓解金融错配

产生正向效应。但当杠杆率超过某一杠杆率水平时，高

杠杆将增加企业风险，造成低效率企业的金融资源积压，

对缓解金融错配产生负向效应。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

H1 ：企业杠杆率水平会对金融错配产生非线性的影

响，具有显著门限效应，即当企业杠杆低于杠杆率门限

阈值时，增加杠杆将对缓解金融错配产生正向效应 ；反

之，当企业杠杆超过杠杆率门限阈值时，增加杠杆对缓

解金融错配产生负向效应

2. 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影响

（1）基于信息和交易成本情形的 MM 定理修正 ：融

资溢价、融资结构与杠杆率的关系

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17] 金融环境会放大冲击对经

济的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于银行和借款者两方，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银行放贷条件愈加严

格，另一方面企业价值下跌，家庭财富减少，信誉度可

能会降低，双方的共同因素导致银行信贷流量减少，企

业融资溢价升高，杠杆率降低。谭小芬等认为，[13] 企业

规模与杠杆率之间存在负向效应，企业规模影响企业

的融资能力。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我国经济存在融

资约束现象，加之我国特有的货币政策执行模式——银

行表内贷款受贷款规模管制的影响而稀缺，所以银行通

常会通过企业规模这一抵押品来衡量企业资质进而发放

贷款，因此银行更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大企业的杠杆

率更高。邢天才等 [18] 根据凯恩斯主义关于资本边际效

率曲线和投资边际效率曲线阐述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资本

错配，认为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面临较昂贵的

资金成本，但同时却拥有较高水平的资本边际生产率。

不同规模企业的杠杆率分化加重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发展

的不利影响。凌江怀等 [19] 以广东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基于与传统产业的对比 , 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

规模和融资结构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

业规模和股权资本对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

影响迥异，规模扩张不利于传统产业提高经营绩效，而

目前我国大规模企业的业务领域多半处于传统产业，其

资本回报率并不高。因此，降低大型企业的杠杆率，提

高中小企业的杠杆率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缓解金融错配。通过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

H2 ： 从企业规模上看，在保持杠杆率总水平趋稳

的情况下，降低大型企业的杠杆率，提高中小型企业的

杠杆率，实现从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的杠杆转移对金

融错配的缓释效应更加显著

（2）基于破产情形的 M M 定理修正 ：预算软约束

与杠杆率的关系

权衡理论认为，对未来现金流不稳定及对经济冲

击高度敏感的企业来说，如果过度举债，将陷入财务危

机濒临破产 ；若存在严格的融资硬约束，企业会降低负

债动机。但现实情况与之相反，持续不断的预算软约束

导致了过度杠杆对 T F 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

影响。预算软约束意味着即使一些企业拥有 NPV（净现

值）为负的项目，政府或金融机构仍会向其提供额外的

金融资金支持。企业充分利用了预算软约束的优势，融

资所得资金将会低效甚至被无效使用，严重降低了经济

中的 R & D 研发效率。辛清泉等 [20] 认为，我国政府对国

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使

拥有较多国有企业或大而不倒的房地产企业的城市信贷

增长速度快，企业负债动机非降反升，信贷规模不断增

加。鲁晓东 [21] 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国家主导型金

融体系陷阱，国有部门的低效率与非国有部门的抑制并

存。盖庆恩等 [22] 指出，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要低于民

营和外资企业，但却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银行贷款，而

效率更高的民营和外资企业由于在要素市场处于劣势而

无法进入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杠杆主要加在了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部门，金融错配现象未见

缓解。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

H3 ：从所有制属性上看，在保持杠杆率总水平趋稳

的情况下，提高民营企业的杠杆率、降低国有企业的杠

杆率、实现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

配的缓释效应更加显著

（3）考虑基于企业财务指标角度的结构性去杠杆对

金融错配的影响

不同企业，公司成长性、投资机会和资产回报率等

方面的差异，会使其受债务杠杆的影响也不同。Ser vaes

等 [23] 指出，杠杆率与低成长企业的企业价值正相关，

与高成长企业的企业价值负相关。但金辉等 [24] 认为，

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随着企业成长性的提高而上

升。L a n g 等 [25] 认为，高杠杆率与企业未来增长存在负

相关关系，杠杆与增长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适用于托

宾 q 值较低的企业，而不适用于托宾 q 值高的企业或行

业。托宾 q 值较低的企业，即使获得了债务融资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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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难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

高。因此，杠杆与那些增长机会未被资本市场认可或对

克服债务积压影响不足的企业增长负相关。喻坤等 [26]

在研究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的过程中，将托宾

q 值定义为企业的投资机会，托宾 q 值与企业可获得的

投资机会呈正向影响，托宾 q 值低的企业，债务杠杆的

提高会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加重金融体系中的资源错

配现象。从企业财务指标角度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

及未来增长影响的文献，大多数倾向于在财务指标表现

良好的企业中，债务融资对企业价值及未来增长有促进

作用。企业在资产回报率、公司成长性及投资机会托宾

q 值等财务指标表现良好的情况下，杠杆率作为一个正

向激励因素，推动企业向盈利能力高及发展潜力良好的

项目投资，促进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缓解金融错配 ；反之，在财务指标表现较差的

企业中，杠杆率增加使企业在其主营业务收益率不高的

情况下转而投向高风险的领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同时也造成了金融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不利于缓解

金融错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 

H4 ：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来看，在保持杠杆率总

水平趋稳的情况下，实现从盈利能力弱、托宾 q 值低、

成长性差的企业向盈利能力强、托宾 q 值高、成长性强

的企业杠杆转移，对缓解金融错配具有正向效应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构建

（1）讨论杠杆水平对金融错配的非线性影响 ：动态

面板门限模型

由于权衡理论强调债务杠杆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

影响，那么若采用传统线性模型则无法较准确地反

映杠杆水平与金融错配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

H a n s e n [27] 的方法，构建反映杠杆水平与金融错配非线

性关系的面板门限模型。考虑到债务杠杆本身存在的惯

性、对金融错配的延续性影响及其他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估计门限值及对处在不同门

限值区间的变量系数进行估计。其中，样本数据已调整

为平衡面板。

Fhi,t=β1Fhi,t-1+θ1Debti,t-1I(Debti,t-1 ≤ γ1 )+θ2Debti,t-1I(Debti,t-1>γ1 )

+β2Sizei,t+β3Roei,t+β4Growthi,t+β5Tobinqi,t+β6Epsi,t

+β7LnStaffi,t+β8Indi,t+β9Yeari,t+di+dt+εi,t （1）

式（1）中，I ( · ) 代表示性函数，若括号内事件为

真，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被解释变量金融错配

用 Fh i,t 表示，杠杆率 Debt i , t-1 作为门限变量，γ1 为门限

值，当杠杆率位于 γ1 确定的左右区间时，杠杆率对金

融错配的影响存在差异，系数分别为θ1 和θ2。除此之外，

模型中还包括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报酬

率、每股盈利、托宾 q 比率等控制变量。d i、d t 分别表

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随机扰动项εi t 服从

白噪声独立同分布。

为进一步比较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配的非线性影响

与线性影响，本文构建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配的线性模

型（2），将企业杠杆与金融错配的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

系同时呈现，探究企业融资对企业价值及配置效率的影

响，为下文研究不同企业之间的杠杆转移奠定基础。

Fhi,t=β1Fhi,t-1+θ1Debti,t-1+β2Sizei,t+β3Roei,t+β4Growthi,t

+β5Tobinqi,t+β6Epsi,t+β7LnStaffi,t+β8Indi,t+β9Yeari,t

+di+dt+εi,t （2）

（2）基于企业规模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影响

为判断不同规模企业间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

影响，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杠杆率与企业规

模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构建模型（3）： 

Fhi,t=β1Fhi,t-1+θ1Debti,t-1+θ2Debti,t-1×FSize+β2Roei,t+β3Growthi,t

+β4Tobinqi,t+β5Epsi,t+β6LnStaffi,t+β7Indi,t+β8Yeari,t

+di+dt+εi,t （3）

（3）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

影响

在讨论杠杆对金融错配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在模型

（2）中加入杠杆率与企业所有权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研

究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建立

模型（4）：

Fhi,t=β1Fhi,t-1+α1Debti,t-1+α2Debti,t-1×Own+β2Sizei,t+β3Roei,t

+β4Growthi,t+β5Tobinqi,t+β6Epsi,t+β7Lnstaffi,t+β8Indi,t

+β9Yeari,t+di+dt+εi,t （4）

（4）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杠杆率调整对金融错配的

影响

为了检验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

配的影响，本文分别选择托宾 q、盈利能力、增长能力

作为检验指标，模型中简称为 I n d e x。按照指标分位数

0、25%、50%、75%、100% 将样本分为低水平、较低

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四组。与此同时，以较高水平

组（50%-75%）为对照组，其余三组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加入虚拟变量与杠杆率的交互项，表示不同财务指标下

企业杠杆率对金融错配的差异影响，建立模型（5）：

Fhi,t=β1Fhi,t-1+α1Debti,t-1+α2Debti,t-1×Index+β2Sizei,t+β3Roei,t

+β4Growthi,t+β5Tobinqi,t+β6Epsi,t+β7LnStaffi,t+β8Indi,t

+β9Yeari,t+di+dt+ε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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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是以 2008-2015 年我国沪深两

市 A 股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因存在滞

后项解释变量，实际分析区间为 2009-2015 年。其中，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ST 类上市公司和 PT 类上市公司、

数据缺失和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 2670 家企业、

18690 个观测值。

本文以金融错配为被解释变量，参考邵挺、[28] 周煜

皓等 [29] 的研究，运用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与所在行业

平均资金使用成本的偏离度，对应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

出与扣除应付账款后的负债比例来表示。企业的资金使

用成本与行业平均资金使用成本偏离度越大，说明企业

所承担的金融错配程度越大。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杠杆率水平，衡量杠杆率的

指标有很多，包括债务 /GDP、有息负债比、负债与资产

的比例等，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

业杠杆水平及其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车

树林 [30] 采用财务杠杆，即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微观杠杆

率，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企业的还款能力。同时，本文同

样探讨了杠杆率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企业间

存在差异，即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具有不同成长性

特征的企业间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缓释效应，所以在

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指标，借鉴谭小芬

等 [13] 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成长性指标，借鉴于泽等 [31]

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托宾 q 值、员工总数等指标。除此之

外，本文设置了所有权虚拟变量和企业规模虚拟变量，

在所有权虚拟变量的衡量中，国有企业取值为 0，民营

企业取值为 1 ；在企业规模虚拟变量的衡量中，将总资

产大于资产中位数的企业归为大型企业，取值为 1，否

则为中小型企业，取值为 0。具体变量的计算及定义见

表 1，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表1  变量定义与计算

变量名称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

被解释
变量

金融错配变量 Fh
[ 利息支出 /( 负债 - 应付账款）- 行业平

均利率 ]/ 行业平均利率

主要解释
变量 / 门
限变量

金融错配变量滞后一期 Fh-1 Lag（Fh）
企业杠杆率 Debt 负债总额 / 总资产

企业杠杆率滞后一期 Debt-1 Lag（Debt）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 Roe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成长性 Growth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托宾 q Tobinq 市场价值与重置资本之比

每股盈利 Eps 税后利润 / 股本总数

员工总数 LnStaff 员工总人数取对数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企业的行业哑变量作为行业特征的代理

变量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设置两个年度虚拟变量

所有权虚拟变量 Own 国有企业为 0，民营企业为 1
企业规模虚拟变量 Fsize 大型企业为 1，中小型企业为 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了初步判断杠杆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将企业按照

杠杆率分位数 0、25%、50%、75%、100% 分为四组。

表 2 反映了不同组别主要经济指标的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

组别
指标/ 
变量

Fh Debt Size Roe Growth Tobinq Eps LnStaff

低杠杆
(0-25%)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1073
-0.074
3.604
-0.909
-0.711
-0.426

4153
0.152
0.062
0.102
0.157
0.205

4153
20.917
0.955

20.407 
20.881
21.450

4152
0.111
0.110
0.049
0.091
0.143

4096
0.206
2.171
-0.017
0.119
0.277

3645
4.134

17.560
1.947
2.949
4.512

4136
0.526
0.615
0.19
0.43
0.71

4124
6.794
1.077
6.173
6.797
7.411

较低杠杆
(25%-50%)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3668
0.575
5.260 
-0.764
-0.516
0.185

6831
0.378
0.071
0.317
0.379
0.440

6831
21.382
1.258
20.613
21.385
22.091

6829
0.127
0.132
0.047
0.101
0.180

6682
0.208
1.245
-0.001
0.125 
0.280

5383
2.644
4.298
1.311
1.962
3.073

6799
0.471
0.504
0.15
0.37
0.68

6709
7.376
1.248
6.581
 7.372
8.149

较高杠杆
(50%-75%)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3878
0.574
3.729
-0.707
-0.384
0.553

5741
0.613
0.069
0.553
0.609 
0.671

5741
22.138
1.435 
21.155
22.086
22.982

5733
0.111 
0.173 
0.032
0.093 
0.178

5615
0.191  
1.000 
-0.028
0.113 
0.278

4587
1.752 

14.768
0.648
1.035
1.738

5713
0.388
0.533
0.09

0.293
0.606

5585
7.785
1.399
6.884
7.768
8.651

高杠杆
(75%-100%)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999
1.350
7.494
-0.676
-0.306
0.546

1352
0.820
0.056
0.776
0.804
0.849

1352
22.816
1.721

21.766
22.849 
23.834

1319 
0.074
2.138 
0.014
0.079
0.166

1335
0.601

10.550
-0.059
0.0989
0.289

1211
1.311
3.496
0.328
0.535
1.072

1341
0.195
0.647  
0.021
0.16

0.441

1332
7.876
1.647
6.878
7.890
8.921

从描述性统计可初步得知，低杠杆组的金融错配均

值及三个分位数均为负值，说明低杠杆企业的金融错配

水平低于高杠杆企业。

2. 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配影响的门限回归结果及解释

首先利用 B o o t s t r a p 方法检验门限变量杠杆率，设

置自抽样 300 次，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门限

个数。表 3 给出了门限效应检验的 F 统计量、P 值及临

界值。研究结果显示，以杠杆率作为门限变量模型的单

门限结果显著，将基于单门限模型进行分析。

表3  企业杠杆率的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变量
门限检验
类型

F统计量 P值
临界值

1% 5% 10%

Debt

单一门限检验 15.08* 0.076 23.680 16.883 14.024

双重门限检验 7.30 0.466 29.592 16.152 13.295

三重门限检验 5.01 0.760 30.942 18.086 14.23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第二步，确定门限估计值的真实性。利用似然比估

计法得到门限估计值和相应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变量

的估计门限值在 95% 置信区间内。

第三步，分析不同门限范围内，杠杆率对金融错配

的影响。将实证检验结果与采用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做比较，见表 4。

方程（2）、（3）和（4）分别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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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门限模型与线性回归模型比较

被解释变量 金融错配（Fh）

方程 （1） （2） （3） （4）

门限变量 Debt

Fh-1

0.3359***
(0.0069)

0.6563***
(0.0080)

0.6668***
(0.0112)

0.7779***
(0.0067)

Debt-1

Debt<0.8946 -0.4065**
(0.1616) -2.4663***

(0.2101)
-2.4625***

(0.2080)
-2.3264***

(0.1854)
Debt>0.8946 0.1625***

(0.0157)

Size -0.2333***
(0.0444)

0.1803***
(0.0539)

0.1808***
(0.0527)

0.1613***
(0.0411)

Roe -0.3769***
(0.0221)

-0.3040***
(0.0235)

-0.3012***
(0.0236)

-0.2772***
(0.0239)

Growth -0.0024
(0.0064)

-0.0631**
(0.0274)

-0.0630**
(0.0274)

-0.0599**
(0.0282)

Tobinq -0.0004***
(0.0001)

0.0231
(0.0211)

0.0234
(0.0209)

0.0204
(0.0199)

Eps -0.3447***
(0.0516)

-0.5365***
(0.0819)

-0.5375***
(0.0814)

-0.5111***
(0.0751)

LnStaff -0.0912***
(0.0524)

-0.1349***
(0.0486)

-0.1274***
(0.0478)

-0.0571
(0.0367)

_cons 6.4156***
(0.7819)

-1.2452
(1.0001)

-1.3226
(0.9778)

-1.5628**
(0.7584)

R2 0.8051 0.7888 0.6867
Adjust R2 0.6862
F 值 367.69***
Wald χ2 7445.78***
LR χ2 7192.30***

注 ：括号内为 P 值，下同

大似然估计及 O L S 最小二乘法进行研究。在三种线性

模型中杠杆率作为非门限变量对金融错配均呈现负向影

响，分别在 1%、5% 及 10%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

在线性模型中杠杆率水平增加缓解了金融错配现象。在

杠杆率作为门限变量的单门限回归模型中，位于不同区

域的杠杆率对金融错配的影响不同。实证结果表明，当

杠杆率低于门限阈值时（D e b t <0.8946），杠杆率与金

融错配之间存在 5% 水平上的负相关关系，增加杠杆

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现象 ；当杠杆率高于门限阈值时

（D e b t >0.8946），杠杆率对金融错配呈现正相关影响，

并在 1% 的水平上显正相关，说明杠杆率较低的企业获

得的外部金融资源较少，增加杠杆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金融错配的现象。但是对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特

别是杠杆率高于门限值的企业，其已经获得较多的外部

金融资源，再增加杠杆率，就是为其配置更多的金融资源，

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金融错配。因此，当杠杆率超过一定

阈值时，高杠杆将会加重金融错配现象，去杠杆有利于

缓解金融错配，实证结果与初始判断一致，验证了 H1。

3. 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的实证结果及解释

（1）基于企业规模的杠杆率调整与金融错配

在模型（3）中，分别运用 O L S、固定效应及随机

效应估计对模型进行检验，见表 5。研究发现，杠杆率

与企业规模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 1% 的水平上与金融错

配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

杠杆率水平的提高会加重金融错配，降低会对金融错配

产生缓释效应。因此，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降

低大型企业的杠杠率，提高中小企业的杠杆率，实现从

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的杠杆转移对缓解金融错配更

加有效。基本证实了假设 H2。
表5  模型（3）回归结果

金融错配（Fh）

方程 （1） （2） （3）

Fh-1

0.7824***
(0.0067)

0.3785***
(0.0120)

0.6622***
(0.0080)

Debt-1

-3.1784***
(0.2055)

-3.1346***
(0.3190)

-3.2958***
(0.2305)

Debt-1×Fsize 1.6427***
(0.1718)

3.7347***
(0.6312)

1.9139***
(0.2211)

Roe -0.2836***
(0.0238)

-0.3951***
(0.0254)

-0.3075***
(0.0234)

Growth -0.0435
(0.0281)

-0.0298
(0.0291)

-0.0504*
(0.0272)

Eps -0.4413***
(0.0746)

-0.4475***
(0.0978)

-0.4747***
(0.0812)

LnStaff -0.0678*
(0.0360)

-0.4678***
(0.1000)

-0.1424***
(0.0479)

Size 0.0157
(0.0436)

-0.2172*
(0.1154)

-0.0007
(0.0574)

Tobinq 0.0368*
(0.0199)

-0.0008
(0.0282)

0.0321
(0.0210)

_cons 1.4873*
(0.8205)

9.3724***
(2.2625)

2.4905**
(1.0801)

N 6640 6640 6640

R2 0.6907 0.6755 0.7918

（2）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

表6  模型（4）回归结果

金融错配（Fh）

方程 （1） （2） （3）

Fh-1

0.7800***
(0.0067)

0.3809***
(0.0122)

0.6586***
(0.0081)

Debt-1

-1.8222***
(0.2347)

-1.1165***
(0.3366)

-1.8132***
(0.2662)

Debt-1×Own -1.2026***
(0.3482)

-3.2753***
(0.5624)

-1.6122***
(0.4037)

Own 0.6750***
(0.1970)

0.8459***
(0.2342)

Roe -0.2794***
(0.0239)

-0.3986***
(0.0253)

-0.3066***
(0.0235)

Growth -0.0632**
(0.0282)

-0.0291
(0.0291)

-0.0662**
(0.0273)

Eps -0.5082***
(0.0754)

-0.3649***
(0.0989)

-0.5270***
(0.0822)

Lnstaff -0.0612*
(0.0367)

-0.4759***
(0.1000)

-0.1412***
(0.0487)

Size 0.1741***
(0.0423)

-0.2156*
(0.1214)

0.1963***
(0.0558)

Tobinq 0.0181
(0.0200)

-0.0028
(0.0284)

0.0223
(0.0211)

_cons -2.1200***
(0.8121)

10.4505***
(2.4097)

-1.9351*
(1.0782)

N 6640 6640 6640

R2 0.6873 0.5924 0.7856

模型（4）采用 O L S、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估计，

检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影

响，见表 6。研究发现，杠杆率与所有权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中分别对金融错配产生 1% 和

10% 水平上的负影响。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

的杠杆率提高有利于缓解金融错配，实现杠杆率从国有

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移对金融错配产生缓释效应，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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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H3。基于考虑破产情形的 M M 定理修正可知，预

算软约束越严重，杠杆率越高。我国存在大量预算软约

束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负债率低于国有企业，而从效

率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在资本回报率及企业绩效方面都

优于国有企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杠杆主要加在了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部门，经济中的金融错配

现象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中，提高民营企业的杠杆率，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实现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的杠杆转移能够有效缓解金

融错配。

（3）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杠杆转移与金融错配

表7  模型（5）回归结果
企业异质性检验

每股盈利 托宾q 成长性

Fh-1

0.7802***
(0.0067)

0.7787***
(0.0061)

0.7777***
(0.0067)

Debt-1

-1.5014***
(0.2202)

-2.2458***
(0.1768)

-2.5324***
(0.1936)

Debt-1×分组 1 -0.0159
(0.1581)

0.4600
(0.3002)

0.4794***
(0.1454)

Debt-1×分组 2 -0.3869**
(0.1788)

0.5438***
(0.1809)

0.3967**
(0.1967)

Debt-1×分组 4 -2.1125***
(0.2475)

0.3662*
(0.2012)

0.2249
(0.4859)

Size  0.1077***
(0.0406)

0.0667*
(0.0369)

0.1629***
(0.0411)

Roe -0.2905***
(0.0237)

-0.2766***
(0.0233)

-0.2789***
(0.0239)

Growth -0.0695**
(0.0282)

-0.0619**
(0.0274)

Tobinq 0.0187
(0.0199)

0.0219
(0.0199)

Eps -0.4044***
(0.0664)

-0.5561***
(0.0759)

LnStaff -0.0551
(0.0366)

-0.0487
(0.0343)

-0.0651*
(0.0369)

_cons -0.8609
(0.7496)

0.3862
(0.6583)

-1.5728**
(0.7584)

R2 0.6885 0.6988 0.6870

Adjust R2 0.6879 0.6983 0.6864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为了检验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杠杆转移对金融错配

的影响，本文将每股盈利、托宾 q 值、营业收入增长率

分别按照分位数进行分组，并据此设定虚拟变量，在模

型中加入虚拟变量与杠杆率的交互项，具体回归结果见

表 7。盈利能力处于较低区域的企业，杠杆率对金融错

配的影响不显著，而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杠杆率

对金融错配的负向影响愈加显著，盈利能力强、业绩良

好的企业高杠杆将促进企业成长，有利于缓解金融错

配现象。与托宾 q 值高的企业相比，托宾 q 值较低的企业，

虚拟变量与杠杆率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增加杠杆会

加重金融错配，降低杠杆有利于缓解金融错配。原因可

能在于托宾 q 值低的企业获得的投资机会较差，投资收

益也不尽如人意，若此时增加杠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企业投资，从而加重金融错配现象。在企业成长性方面，

与增长率较高的企业相比，增长率较低的企业与金融错

配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说明降低低增长率企业的杠

杆有利于缓解金融错配。因此，对托宾 q 值低、盈利能

力弱、成长性差的企业去杠杆，对缓解金融错配更加有

效。证实了假设 4。

4. 内生性检验

本文在分析杠杆率对金融错配的影响过程中，由于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中都涉及负债因素，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个交互影响的过程，若残差项的

冲击影响了被解释变量的变换，那么会导致模型中的解

释变量与残差项相关，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为

进一步解决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面板

G M M 估计分别对全样本、加入了交互项的全样本及分

样本做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可以证明模型的稳健性。

5. 稳健性检验

（1）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除已有文献采

用随机效应、系统 G M M、一阶差分 G M M 方法外，还

有一些文献采用纠偏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方法（L e a s t 

Squares Dummy Var iable Cor rect ion, LSDVC）。Kiviet [32]

在适用于大样本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的基础

上，使用渐进展开技术，提供了针对小样本或中等样本

的纠偏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Judson 等 [33] 用蒙特卡罗模

拟方法证实，纠偏后的 LSDV 估计量（LSDVC）对估计动

态模型的有效性。因此，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

采用纠偏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8、

表 9 所示。方程（1）为针对模型（2）的全样本回归，方

程（2）和（3）为针对模型（3）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回

归，方程（4）和（5）为针对模型（4）的大型企业和小型

企业回归。运用纠偏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估计的检验结

果，反映了之前回归的基础情况，证明模型的稳健性。

表8  模型（2）、（3）、（4）检验结果
方程 （1） （2） （3） （4） （5）

Fh-1

0.488***
(0.000)

0.586***
(0.000)

0.492***
(0.000)

0.489***
（0.000）

0.462***
（0.000）

Debt-1

-3.466***
(0.000)

-2.331***
(0.000)

-6.229***
(0.000)

-0.426
（0.234）

-3.885***
（0.000）

Size -0.428***
(0.000)

0.276**
(0.045)

-0.719**
(0.026)

Roe -0.0799***
(0.003)

-0.113
(0.707)

-0.103
(0.418)

-0.0685
（0.734）

-0.0804
（0.775）

Growth 0.189**
(0.043)

-0.0103
(0.919)

0.609***
(0.000)

-0.100
（0.454）

0.298
（0.119）

Tobinq -0.00265
(0.917)

-0.0466
(0.276)

-0.00754
(0.671)

0.00786
（0.850）

-0.0183
（0.740）

Eps -0.342***
(0.001)

0.0091
(0.952)

-0.561***
(0.010)

-0.151**
（0.002）

-1.415***
（0.004）

LnStaff  -0.459***
(0.000)

-0.145*
(0.089)

-1.067***
(0.000）

-0.188*
（0.071）

-1.336***
（0.000）

N 5998 3109 2889 4059 1939

（2）在基础回归中，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微

观杠杆率。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借鉴谭小芬等 [13]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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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短期杠杆率来检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

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具有不同财务特征的企业之间杠

杆转移对金融错配的缓释作用，分析结果见表 10、11，

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9  模型（5）检验结果
企业异质性检验

每股盈利 托宾q 成长性

Fh-1

0.486***
(0.000)

0.615***
(0.000)

0.484***
(0.000)

Debt-1

-3.308***
(0.000)

-4.167***
(0.000)

-3.428***
(0.000)

Debt-1×分组 1 0.219
(0.387)

0.351
(0.215)

0.252**
(0.016)

Debt-1×分组 2 -0.0793
(0.746)

0.388**
(0.040)

-0.100
(0.726)

Debt-1×分组 4 -0.370***
(0.007)

0.144
(0.727)

0.519
(0.377)

Size -0.457***
(0.000)

-0.441**
(0.035)

-0.425***
(0.000)

Roe -0.0927
(0.126)

-0.0983
(0.485)

-0.0747***
(0.005)

Growth 0.183**
(0.047)

0.240*
(0.063)

Tobinq -0.00755
(0.764)

-0.00108
(0.967)

Eps -0.308***
(0.007)

-0.324***
(0.002)

LnStaff -0.449***
(0.000)

-0.590***
(0.001)

-0.431***
(0.000)

N 5998 6654 5998

表10  以短期杠杆率衡量的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特
征的杠杆转移

金融错配

样本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 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

模型 （1） （2） （3） （4） （5） （6）

Fh-1

0.7247***
(0.0073)

0.1880***
(0.0115)

0.4789***
(0.0090)

0.7282***
(0.0073)

0.1908***
(0.0117)

0.4876***
(0.0090)

Debt-1

-1.1439***
(0.4067)

-0.9339
(0.7189)

-1.1396**
(0.5326)

-4.7810***
(0.4608)

-2.6827***
(0.7442)

-5.0557***
(0.5667)

Debt-1×Own -1.0506**
(0.4384)

-1.3269
(1.0013)

-1.5257**
(0.6336)

Debt-1×Fsize 4.5456***
(0.4777)

1.9547*
(1.0176)

5.1394***
(0.6563)

Roe -0.1539***
(0.0298)

0.0484
(0.0295)

-0.0707**
(0.0281)

-0.1545***
(0.0296)

0.0476
(0.0295)

-0.0736***
(0.0280)

Growth 0.1529***
(0.0337)

0.1373***
(0.0315)

0.1473***
(0.0309)

0.1658***
(0.0334)

0.1399***
(0.0316)

0.1590***
(0.0308)

Eps -0.3549***
(0.0788)

-0.4045***
(0.0867)

-0.4092***
(0.0819)

-0.3134***
(0.0780)

-0.3981***
(0.0868)

-0.3822***
(0.0815)

LnStaff 0.0421
(0.0380)

-0.0078
(0.0985)

-0.0131
(0.0569)

0.0285
(0.0378)

-0.0123
(0.0985)

-0.0316
(0.0566)

Size -0.0597
(0.0416)

-0.4087***
(0.1117)

-0.1014*
(0.0613)

-0.1321***
(0.0416)

-0.4022***
(0.1118)

-0.1634***
(0.0611)

Tobinq 0.0116
(0.0218)

-0.0394
(0.0270)

-0.0049
(0.0228)

0.0185
(0.0216)

-0.0386
(0.0270)

-0.0029
(0.0227)

_cons 1.5086*
(0.7983)

10.1527***
(2.2330)

3.0665***
(1.1623)

3.2131***
(0.8051)

10.0045***
(2.2348)

4.5485***
(1.1642)

N 5594 5594 5594 5594 5594 5594

R2 0.6458 0.5651 0.7400 0.6511 0.5937 0.7414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结

构性去杠杆”基本思路，以 2008-2015 年我国沪深两

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

门的杠杆率水平对金融错配的影响，并通过企业规模、

所有权性质及企业异质性指标来分组检验杠杆转移对金

表11  以短期杠杆率衡量的模型（5）检验结果

企业异质性检验

每股盈利 托宾q 成长性

Fh-1

0.4902***
(0.0090)

0.7320***
(0.0068)

0.7258***
(0.0073)

Debt-1

-1.5988***
(0.5002)

-2.0572***
(0.3318)

-2.9786***
(0.4138)

Debt-1×分组 1 0.9708**
(0.4552)

0.8104
(1.1843)

2.3922***
(0.4650)

Debt-1×分组 2 -0.0791
(0.5393)

1.4420**
(0.6338)

1.8129***
(0.6206)

Debt-1×分组 4 -6.9566***
(0.8566)

1.2693**
(0.5978)

1.5973
(1.7823)

Roe -0.0730***
(0.0280)

-0.1515***
(0.0292)

-0.1545***
(0.0298)

Growth 0.1497***
(0.0308)

0.1519***
(0.0328)

Eps -0.3392***
(0.0696)

-0.4255***
(0.0789)

LnStaff -0.0198
(0.0563)

0.0353
(0.0358)

0.0273
(0.0381)

Size -0.0673
(0.0600)

-0.0678*
(0.0362)

-0.0277
(0.0408)

Tobinq -0.0010
(0.0226)

0.0149
(0.0218)

_cons 2.2519**
(1.1334)

1.7611***
(0.6603)

0.9164
(0.7794)

N 5594 6204 5594

R2 0.7475 0.6555 0.6472

融错配的缓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杠杆率水平对金融

错配具有非线性影响，当杠杆率水平低于杠杆率门限阈

值时，债务的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一致，对缓解

金融错配具有正向效应。但当杠杆率继续升高，逼近并

超过杠杆率阈值时，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对缓解金融

错配具有负向效应。在非金融企业内部，实现不同规模、

不同所有制及不同财务指标性质的企业间杠杆转移，有

利于更好地缓解经济中的金融错配现象。

要实现积极稳妥的结构性去杠杆，关键是转变发展

方式，特别是改变信贷驱动增长的模式，即由投资拉动

增长转向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然而，去杠杆表面上看是

周期性问题，但实际上却直接关系到各部门之间以及部

门内部的杠杆率结构调整，甚至是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

这表明，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部门分类型地

实现杠杆转移，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

杠杆，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本

文分析，提供以下启示 ：

首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

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

束，加快了现有更多“大而不倒”的房地产企业和较多国

有企业的城市信贷增长速度，不断增加其信贷规模。在正

规金融环境下，利率双轨制度使具有“安全性”的国有大

中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容易得到商业银行低成本的贷款，导

致金融资源未按照效率原则分配。因此，推进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硬化预算约束转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

业行为模式，重点降低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的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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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主要通过冲破垄断、政

府简化行政管理并放权提高私人部门的活力，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从支持大中型传统企业向支持

创新型企业转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就民营企业

自身而言，应保证较高的生产能力，不断优化公司内部治

理结构，使企业经营水平得以提高，投资效率相应提高。

此外，进一步加快建立多层次银行体系，民营银行需要

降低准入门槛和注册资本金较高限制，弱化国有商业银

行垄断优势，促使金融机构体系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再次，推进金融改革，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近年经

验表明企业杠杆率偏高，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经济运行

的风险加大，因此通过大力发展股权融资，使资本市场

更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才有条件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

重。同时，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需要通过鼓励金融创新

和融资渠道多元化，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

金融工具。大力培育商业信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

最后，加强监管，强实抑虚，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

服务。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主要是为了提高实体经济的

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也就是说杠杆率要服务于高劳动生

产率和有竞争力的部门和企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以更

市场化（而非行政）的配置方式投入企业，使该企业或

部门不断优化其杠杆率水平，从而使得整个实体经济部

门与金融部门实现更有效的资源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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