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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实际使用外资再
创新高，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各地区的金融
聚集成为一个新的产业现象。在经济结构转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开放、金融集
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将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置于同
一框架下，考察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第二，在研究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时，引
入经济开放的二次项，考察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三，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检验了金融集聚在
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中的渠道作用。上述分析的相关结论为开放条件下如何提高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一、文献综述

在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Park （1989） 认为，以大量金融机构、相关企业聚集为
表现形式的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共享信息与基础设施、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创新等形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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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Buera et al. （2011） 认为，根植于金融发展的金融集聚能够放大金融的功能，从而
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Ye et al. （2018） 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
一个重要表现，其研究显示，金融集聚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城市化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这
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Yuan（2020） 的研究表明，金融集聚通过刺激创新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方面，刘军等（2007） 详细阐述了金融集
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通过更好地发挥金融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以及金融本身
的功能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还有研究指出，金融集聚可以促进机构、资本、人才，以及稀缺
资源的集中，这不仅能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周围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李红
和王彦晓，2014）。细分到行业，银行业集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李林等，2011）。
在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关系方面，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Ashraf（2017） 基于新兴国家银行业的微观研
究显示，经济开放能够通过增加信贷总量和降低信贷成本与风险来促进金融发展，而金融开放对金
融发展的作用有限。激烈的国际竞争将使本国银行丧失部分业务量，也会迫使其增加风险承担。
Ibrahim & Sare（2018） 关于非洲金融业发展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经济开放和人力资本在促进金融
发展方面具有可替代性。其中，经济开放对私人信贷具有更大的影响。张成思等（2013） 认为，由
于中国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贸易结构与金融结构的非协调性，对外开放对中国的金融发展起到
了抑制作用。张成思和朱越腾（2017） 基于金融发展的效率、规模和竞争指标，对 2000—2009年
中国的省级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或者金融开放都难以促进金融发展，只有二者共
同推进到某种程度，才会提高中国金融的效率与竞争力。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显示，无论是经济开放，还是金融集聚，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都并非是简
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非线性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对于经济开放、
金融集聚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未有文献给出明确答案。有鉴于此，本文
基于中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
程中金融集聚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

二、理论机制与实证设计

（一） 理论机制分析
经济开放会导致金融集聚。这是因为，经济开放会导致对外开放地区的交易数量显著增加，

产生更多的信贷关系，庞大的信贷需求、共享信息与基础设施的便利能够拉动金融机构向当地集
聚。从理论层面看，经济开放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 Helpman，1985），增加经济中
的需求，这要求企业追加投资、扩大生产以抓住发展机会，此时需要发挥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
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强化。经济开放还会提高经济中个体规避风
险的情绪，增加对保险的需求，推动金融发展（Rodrik，1998）。而当经济中的金融行业发展到相
当程度时，就会出现金融集聚，具体表现为大型金融机构、金融企业，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向某一
特定区域集中，使该区域的金融发展超过平均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开放能够推动区
域金融集聚。

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其对金融集聚的边际促进作用递减，甚至转而为负。这是因
为，区域中的金融机构趋于饱和，金融市场份额已经分割完毕，共享信息与基础设施的便利不再明
显。而当一个区域内的金融集聚程度过于饱和，即产生金融拥挤现象，金融机构为抢夺客户、业务
进行恶性竞争，创新金融产品，可能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损害当地金融业发展，降低金融集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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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当一个地区内的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过于强势地发展，导致金融集聚水平严重偏离实
体经济水平，金融行业的高回报率将使金融资源停留在金融部门内部进行“自我实现”，对实体经
济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陈雨露和马勇，2012）。在过快的金融集聚下，金融业不仅没有发挥
其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职能，相反还通过与实体经济部门争夺金融资源的形式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降低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二） 实证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设立以下四个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开放、金融集聚，以及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效率三者及两两之间的关系。
第一，为了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FSEi,t＝α1+β11OPENi,t+β12OPEN
2

i,t+γ1Xi,t+ε1i,t （1）
在上述公式中，下标 i为不同省份，t为不同年份。FSE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指标；α1为

常数项；OPEN为用进出口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的经济开放程度；OPEN2为经济开放
程度的二次项；X为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 R&D经费中金
融机构资金占比、经济规模、政府支出规模、人口规模及增速、金融开放程度和进出口贸易总额；
ε1i,t为误差项。

第二，为考察金融集聚程度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FSEi,t=α2+β21FAi,t+γ2Xi,t+ε2i,t （2）

其中，α2为常数项；FA是用区位熵方法计算的金融集聚度；X为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的控制变量，为了易于分析判断实证结果，选择与模型（1） 相同的控制变量；ε2i,t为误差项。

第三，为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FAi,t= α3+β31OPENi,t+β32OPEN
2

i,t+γ3Zi,t+ε3i,t （3）
其中，α3为常数项；Z为其他可能影响金融集聚程度的控制变量，在此本文控制了经济规模、政府
科教支出、人口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和金融开放程度；ε3i,t为误差项。

第四，为考察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将其置于同一回归模型中：

FSEi,t= α4+β41OPENi,t+β42OPEN
2

i,t+β43FAi,t+γ4Mi,t+ε4i,t （4）
其中，α4为常数项；M为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经济规模与增
速、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资本形成总额、政府科教支出、人口规模；ε4i,t为误差项。
（三） 变量说明与估计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

报告》和各地区统计年鉴。下面对回归模型中用到的相关变量进行简要说明。
第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FSE）。FSE 衡量单位金融资源的投入带来的实体经济产出。参

考孙爱军等（2011） 的做法，基于 Fare et al.（1994） 提出的改进 DEA-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多
投入单产出指标，计算 2002—2016年中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值。
结合中国的金融结构与融资结构，本文选取贷款余额、股市融资总额和保费收入以计算金融资源投
入，关于实体经济增加值，参照罗能生和罗富政（2012） 的研究，用区域 GDP与金融业增加值和房
地产业增加值的差额表示。

第二，经济开放（OPEN）。参考标准文献的做法，以进出口总额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经济开
放程度。同时，基于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引入经济开放的二次项（OPEN2） 来捕
捉二者之间可能的非线性关系。

第三，金融集聚（FA）。衡量区域内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采用学界的标准度量指标，用区位
熵指数来计算各省的金融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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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
Fini /Fin
Popi /Pop

（5）

其中，FAi为地区 i的金融集聚程度，Fin为金融发展指标，Pop为人口规模。区位熵 FA 越大，表
明金融集聚程度越高。

第四，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并考虑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靠性，本文还选取以下变量作
为检验过程中的控制变量：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产业结构、消费者物价指数、资
本形成总额；与人口相关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速；与对外开放相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金融开放程
度；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政府总支出规模、政府科教支出，以及科研经费中金融机构资金占比①。

第五，估计方法。在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先对每个回归模型进行混合 OLS估计，再引
入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检验模型，以解决个体间不可观测或被遗漏的异质性问题。考虑到存在
潜在内生性及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本文还选取系统 GMM估计方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部分将利用第二部分建立的回归模型对经济开放、金融集聚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三者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一是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的影响；二是考察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三是考察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
响；四是考察经济开放和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 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效率的影响：非线性关系的检验
表 1 分别展示了在混合 OLS 模型、

RE模型和系统 GMM模型下，经济开放
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
果。表 1 第（a） 列结果显示，在引入时
间虚拟变量的混合 OLS模型下，经济开
放度 OPEN系数为负，且在 1%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而经济开放度的二次项 OPEN2

系数为正，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选用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 第（b） 列所
示，与混合 OLS模型下的结果一致。这
说明经济开放度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
率之间存在明显的 U型关系，符合本文
的预期假设。为提高结果的可靠性，考
虑到存在潜在内生性及工具变量过度识
别的可能，对模型（1） 进行系统 GMM
检验。表 1 第（c） 列回归结果显示，经
济开放度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经济开放
度的二次项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此结

表 1 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a）混合 OLS

FSE
（b）RE模型

FSE
（c）系统 GMM模型

FSE

OPEN -0.273*** -0.312*** -0.837***
(0.095) (0.102) (0.254)

OPEN2 0.118*** 0.134*** 0.279*
(0.045) (0.047) (0.155)

FinRD -0.197 -0.197 -1.371**
(0.131) (0.133) (0.581)

Pop_gr -0.195 -0.142 1.821
(0.383) (0.391) (1.919)

lnGDP 0.002 -0.002 -0.113
(0.026) (0.029) (0.097)

lnGov -0.002 -0.008 0.081
(0.024) (0.027) (0.108)

lnPop -0.024 -0.022 -0.060
(0.015) (0.016) (0.078)

FDI -0.018 -0.038 0.169
(0.219) (0.239) (0.441)

lnTrade 0.031** 0.038** 0.132***
(0.015) (0.016) (0.043)

Yeardummy Yes Yes Yes

常数项 0.831*** 0.863*** -0.385
(0.260) (0.289) (1.062)

AR（2）统计量 -1.69
(0.09)

Sargan统计量 17.20
(0.14)

N 437 437 43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AR（2） 和 Sargan统计量对应的括号

中的值为其 P值；***、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
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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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过了 AR（2） 及 Sargan检验，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综上所述，实证分析结果支持本文的假
设，即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 U型，此结论
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并考虑了潜在内生性的条件下仍具有稳健性。
进一步讨论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的 U型关系，并找出经济开放对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效率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临界值或最优值点（记作 OPEN*）。在回归模型（1） 中，对经
济开放度求一阶偏导得到：

鄣FSEi,t
鄣OPENi,t

=β11+2β12OPENi,t （6）

令一阶条件等于 0，得到临界值位置：

OPEN
*

i,t=-
β11
2β12

（7）

将表 1中不同回归方程下得到的回归系数 β11和 β12带入上式求得 OPEN* 分别为 1.157（混合
OLS模型）、1.164（RE模型）、1.5（系统 GMM模型），该值代表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的临界点，即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低于该临界点时，经济开放不利
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只有当其经济开放度超过临界点时，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的效率才表现为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比了经济开放度的参考临界值与样本地区 2016年的数据，发现所有样
本地区均没有达到上述任何一个临界值，且大多距离临界值较远，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广东
等地区也尚未达到 1的水平。这表明，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经济开放度较低，其对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作用以抑制为主，经济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效率的影响
模型（2） 在混合 OLS模型、FE模型

和系统 GMM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如表 2所
示。第（a） 列混合OLS结果表示，金融
集聚 FA系数为负，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Hausman检验显示，应对模型（2）
进行固定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第（b）
列所示，FA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为负。在系统 GMM模型下，本文引入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FSE的一阶滞后项，
FA同样显示出对 FSE有反向作用，如表
2第（c） 列所示，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此结果也通过了 AR（2） 及 Sargan
检验。这表明，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中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金融集聚对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

回归结果中金融集聚度的系数表明，
在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效率产生影响的经济金融变量之后，金
融集聚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导致
混合 OLS模型、FE模型和系统 GMM模

表 2 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a）混合 OLS

FSE
（b）FE模型

FSE
（c）系统 GMM模型

FSE

l.FSE 0.259***
(0.092)

FA -0.012*** -0.026** -0.010**
(0.004) (0.011) (0.004)

FinRD -0.168 -0.263 0.017
(0.139) (0.160) (0.204)

Pop_gr 0.124 0.057 0.603
(0.406) (0.460) (0.488)

lnGDP 0.054** 0.154** 0.028
(0.024) (0.074) (0.033)

lnGov 0.022 -0.064 0.021
(0.026) (0.058) (0.031)

lnPop -0.052*** -0.054 -0.026
(0.019) (0.117) (0.032)

FDI -0.390* -0.437 -0.235
(0.235) (0.425) (0.241)

lnTrade -0.009 0.035** -0.006
(0.007) (0.016) (0.007)

Yeardummy Yes Yes Yes

常数项 0.599** 0.496 0.458
(0.296) (1.325) (0.298)

AR（2）统计量 -1.50
(0.13)

Sargan统计量 126.43
(0.89)

N 407 407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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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下降 1.2%、
2.6%、1.0%，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
提高会削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根据样本数据，本文计算出目前中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平均金融集聚程
度为 1.146，这分别造成混合 OLS模型、
FE模型和系统 GMM模型中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效率下降 1.38%、2.98%、1.15%。
（三） 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表 3分别展示了在混合 OLS模型、

FE 模型及系统 GMM 模型下，经济开
放对金融聚集影响的回归结果。据第
（a） 列混合 OLS结果所示，OPEN系数
为正，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OPEN2系数在同样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
负。在对样本个体效应进行 Hausman
检验之后，对模型（3） 进行固定效应
检验，如第（b） 列所示，与混合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在系统 GMM模型下进一步考察二者关系，在 1%的置信水平上，OPEN与 FA
正相关，OPEN2与 FA负相关，并通过了 AR（2） 及 Sargan检验。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开放与金
融集聚之间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 U型，即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会促进
金融集聚，当经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这种促进效应将不复存在，转而变成抑制作用。

为进一步讨论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临界效应，对回归模型（3） 中的经济开放度求一阶偏导
得到：

鄣FAi,t
鄣OPENi,t

=β31+2β32OPENi,t （8）

令一阶条件等于 0，得到临界值位置，记作（OPEN**）：

OPEN
**

i,t =-
β31
2β32

（9）

根据表 3，将不同模型下的回归系数 β31和 β32带入上式，求得在混合 OLS模型、FE模型及系
统 GMM模型下的 OPEN**值分别为 1.125、1.208、1.373。该值代表经济开放从推动金融集聚到抑
制金融集聚的参考临界值，即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低于临界值时，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发挥
着推动作用；当其经济开放度超过临界值时，经济开放会对金融集聚产生消极影响。对比经济开
放度的参考临界值与最新的样本数据，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经济开放
程度远低于临界值，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对金融业发展及金融行业的集聚发挥着积
极推动作用。
（四） 经济开放和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表 4分别展示了在混合 OLS模型、RE模型和系统 GMM模型下，经济开放及金融集聚对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第（a） 列结果显示，在引入时间虚拟变量的混合 OLS模型下，
OPEN与 FA系数均为负，且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OPEN2系数为正，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在对样本个体效应进行了 Hausman检验之后，对模型（4） 进行随机效应检验，得到结果如第
（b） 列所示，与混合 OLS模型一致。为提高结果的置信度与可靠性，引入 FSE的一阶滞后项并对模
型（4） 进行系统 GMM检验，如第（c） 列所示，OPEN与 FA在 5%的置信水平上与 FSE显著负相关，

表 3 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a）混合 OLS

FA
（b）FE模型

FA
（c）系统 GMM模型

FA

OPEN 5.587*** 2.751*** 6.329***
(0.709) (0.644) (1.819)

OPEN2 -2.484*** -1.139*** -2.305***
(0.452) (0.322) (0.828)

lnGDP 0.058 2.315*** -0.049
(0.085) (0.340) (0.320)

EduTech -9.546*** -9.061*** -13.274
(2.717) (2.021) (14.788)

Pop_gr 49.455*** 6.027** 22.131*
(5.457) (2.766) (11.971)

lnCPI -35.431*** -16.816*** -16.277*
(8.713) (3.700) (8.280)

FDI -20.033*** -7.010*** -17.013**
(3.500) (2.549) (6.547)

Yeardummy Yes Yes Yes

常数项 165.098*** 57.209*** 78.670*
(40.386) (17.410) (39.125)

AR（2）统计量 0.44
(0.66)

Sargan统计量 11.30
(0.185)

N 407 407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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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OPEN2与 FSE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并且通过了 AR（2） 及 Sargan检
验。综上所述，模型（4） 的回归结果支持
上文从模型（1） 和模型（2） 回归分析中得
出的结论，即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这种关系
具体表现为 U型，中国目前阶段的金融集
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

四、进一步讨论：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
了以下结论：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效率之间存在 U型关系，且根据中国各
省 （自治区、直辖市） 数据判断，目前
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
率主要起抑制作用。金融集聚对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经济
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且
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主要起促
进作用。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的相互
作用会共同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产生
消极影响。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开放如何作用于金融集聚，共同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本部分引入中

介效应检验考察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的渠道作用，建立以下回
归模型：

FSEi,t=α6+β61OPENi,t+β62OPEN
2

i,t+γ6Xi,t+ε6i,t （10）

FAi,t=α7+β71OPENi,t+β72OPEN
2

i,t+γ7Zi,t+ε7i,t （11）

FSEi,t=α8+β81OPENi,t+β82OPEN
2

i,t+β83FAi,t+γ8Xi,t+ε8i,t （12）
其中，α6，α7，α8为常数项；X，Z分别为其他可能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和金融集聚的控制变
量；ε6i,t，ε7i,t，ε8i,t为误差项。

表 5 第 （a） 列显示了模型 （10） 的回归结果，在 1%的置信水平上，OPEN 系数显著为负，
OPEN2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 U型关系。第（b） 列
显示了模型（11） 的回归结果，在 1%的置信水平上，OPEN系数显著为正，OPEN2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在同时加入经济开放及金融集聚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的模型（12） 中，FA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OPEN系数在 1%的水平上仍为负，OPEN2

系数仍为正，但其显著性降低，仅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并且对比第（a） 和第（c） 两列的结果，
OPEN系数从 -0.318 增加到 -0.298，OPEN2系数从 0.131降低到 0.118，这说明，在经济开放影响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金融集聚的确发挥了渠道作用，并且这种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为进一步考察金融集聚的中介效应的大小，本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了考察。按照

表 4 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a）混合 OLS

FSE
（b）RE模型

FSE
（c）系统 GMM模型

FSE
l.FSE 0.395**

(0.163)

OPEN -0.183*** -0.183*** -0.177**
(0.055) (0.055) (0.075)

OPEN2 0.091*** 0.091*** 0.103**
(0.031) (0.032) (0.044)

FA -0.015*** -0.015*** -0.024**
(0.005) (0.005) (0.009)

lnGDP 0.061* 0.062* 0.058
(0.032) (0.032) (0.049)

second 0.023 0.024 -0.025
(0.099) (0.100) (0.477)

third 0.193 0.191 0.268
(0.134) (0.135) (0.459)

EduTech 0.276 0.280 0.323
(0.199) (0.200) (0.230)

lnCapital 0.010 0.009 0.024
(0.025) (0.025) (0.051)

lnPop -0.061*** -0.061*** -0.077
(0.022) (0.022) (0.047)

GDP_gr 0.003 0.003 0.005**
(0.002) (0.002) (0.002)

Yeardummy Yes Yes Yes

常数项 0.800*** 0.624*** 0.240
(0.103) (0.106) (0.353)

AR（2）统计量 -0.80
(0.42)

Sargan统计量 21.66
(0.80)

N 420 42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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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61-β81）/β61，（β62-β82）/β62计算金融集聚在
经济开放及其二次项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效率时的中介效应量，分别为 6.29%，
9.92%；按照 β71β83/β61 和 β72β83/β62 计算
的中介效应量为 11.25%和 11.30%。综合
来看，在经济开放（一次项） 影响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过程中，约有 5%～
15%的作用通过金融集聚实现。鉴于经
济开放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配置、国际
资本流动、国际收支等途径影响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效率，本文认为，金融集聚
渠道占其中的 5%～15%是合理的。

结合第三部分的实证结果与上述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当前中国的经济开放水平较低，导致其
对中国的金融集聚主要起推动作用，而
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主要起抑制作
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的 5%～15%是通
过金融集聚中介渠道发生的。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2—2016年中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样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开放对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对金融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从实证结果中得到了
以下结论：第一，经济开放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 U型关系，只有当经济开放水
平超过某一临界值，经济开放才会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第二，目前中国的金融集聚对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第三，经济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当经
济开放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其对金融集聚将产生抑制作用，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集聚主
要起促进作用。第四，目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主要起抑制作用，金融集聚在其
中扮演了重要的渠道角色，约有 5%～15%的影响通过此渠道作用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当前，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前提，结合本
文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要在权衡外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经济开放
水平，以发挥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第二，要防范过度经济开放带来的过度金融集聚，损害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第三，要重视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
场与信息平台建设，提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 郝 毅）

表 5 经济开放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过程中金融集聚的
中介效应检验

（a）RE模型
FSE

（b）FE模型
FA

（c）RE模型
FSE

OPEN -0.318*** 2.751*** -0.298***
(0.105) (0.644) (0.103)

OPEN2 0.131*** -1.139*** 0.118**
(0.049) (0.322) (0.048)

FA -0.013***
(0.005)

FinRD -0.137 -0.147
(0.142) (0.140)

Pop_gr -0.151 6.027** 0.096
(0.404) (2.766) (0.411)

lnGDP 0.004 2.315*** 0.013
(0.030) (0.340) (0.030)

lnGov -0.000 0.035
(0.028) (0.031)

lnPop -0.033* -0.071***
(0.017) (0.022)

FDI -0.129 -7.010*** -0.290
(0.263) (2.549) (0.265)

lnTrade 0.039** 0.040**
(0.017) (0.017)

EduTech -9.061***
(2.021)

lnCPI -16.816***
(3.700)

Yes Yes Yes
常数项 0.644* 57.209*** 0.233

(0.340) (17.410) (0.366)
N 407 407 407

Yeardummy

金融理论与政策 Financial Theory & Policy

10



2021·2 国际金融研究

[3] 李林，丁艺，刘志华.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 金融研究，2011（5）：113-123
[4] 刘军，黄解宇，曹利军. 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2007（4）：152-153
[5] 罗能生，罗富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1）：19-28
[6] 孙爱军， 蒋彧， 方先明.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比较———基于 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的分析[J]. 中央财经大

学学报， 2011 （11）： 34-39
[7] 张成思，朱越腾，芦哲. 对外开放对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之谜[J]. 金融研究，2013（6）：16-30
[8] 张成思，朱越腾. 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与利益集团困局[J]. 世界经济，2017（4）：57-80
[9] Ashraf B N. Do Trade and Financial Openness Matter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Bank-Level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18（44）：434-458
[10] Buera F J，Kaboski J P，Shin 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A Tale of Two Secto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101）：1964-2002
[11] Changhua Ye，Chuanwang Sun，Litai Chen. New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

ization from A 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200）：65-73
[12] Fare R，Grosskopf S，Lindgren B，et 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s in Swedish Hospitals：A Malmquist Output

Index Approach[M].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Theory，Methodology，and Applications，1994
[13] Ibrahim M，Sare Y A.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How Robust i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and Human Capital？[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18（60）：18-26
[14] Krugman P，Helpman E.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M]. MIT Press，Cambridge，MA，1985
[15] Park Y S.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Their Origin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Ban－

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M]. Springer，Dordrecht，1989
[16] Rodrik 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
[17] Yuan J.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Double Threshold Research Based on

Spillover Effect and Boundary Effect[R]. IEIS2019，Springer，Singapore，2020

Economic Opennes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Ma Yong1， Jiang Yiqing1 and Fu Li2
（1.School of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ummar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high-level opening up.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high-level opening up,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trade opennes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tudied.

Using the panel data set of 30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hina's trade openness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is a significant“positive U”shape. Secondly,
the current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Third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t present,
China's trade openness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Final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channel role, with
about 5%~15% of the total effects acting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through this channel.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ly, under the premise
of weighing the exogenous financial risks,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trade opennes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 of economies of scale brought by international trade. Secondly,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financial crowding effect
caused by excessive trade openness, which will damag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e in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Third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real economy, deepen financial reform,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better serve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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