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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线从左向右分别为2010年至2018年的中国银行业竞争水平密度曲线。曲线越向右偏代表整体上竞争指数越

大,峰值越高代表指数的数值分布越集中。

银行竞争对制造业上市公司
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钱宗鑫 付鹏璐 陈欣彤

[提 要] 本文研究了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小的影响。本文

将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银行竞争形势的加剧是否会影响

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本文认为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而且银行竞争与

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银行竞争的加剧,融资约束呈现先减少后上

升的趋势。
[关键词] 制造业上市公司;银行融资;融资约束;银行业竞争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大型银行承担了建

设投资和企业融资的主要责任。近20年来,随着

中国银行业逐渐放宽准入限制,银行业结构出现了

重大变革。2003年以来,中国开启了新一轮银行

业变革,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发布

《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和 《农村商业银

行管理暂行规定》,分别允许城市商业银行在市场

化环境和自愿原则下进行资本重组和机构联合,或

在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实现跨区域经营,允许农村商

业银行根据需要,在辖区内设立支行、储蓄所、分

理处等分支机构,并由所在地银保监会审核通过,
接受当地银保监会的监管。同时,逐步放宽外资银

行准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相关政策。至此,中国商

业银行市场化竞争的格局开始形成并逐步从各个层

面铺开。从数据上看,近年来,中国银行竞争程度

也逐年提升。如图1所示,早期银行业竞争指数

   

0.0 0.2 0.4 0.6 0.8 1.0

0

1

2

3

�(��

1�CR6

图1 银行竞争形势变动密度函数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计算得出

的银行业竞争指数1-C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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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详细说明见后文)的跨省分布呈现明显的左

偏现象,且均值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偏越来越

不明显,且均值不断提高。
当前中国上市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

和外部融资。相比内源融资,外部融资方式可以更

多地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并将其用于投资,实现资源

的有效配置,是许多企业寻求长期发展的必由之

路。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由于资本市场还不

完善,股权和债券融资市场从准入到操作还有一定

的不便。因此,我国目前企业的主要外源融资方式

为商业银行贷款。然而,许多企业会面临获取银行

贷款难度较大、成本费用较高的问题。这就意味着

这些企业正面临融资约束。从企业层面上看,融资

约束的存在使企业没法顺利地完成投资和经营,严

重时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影响企业的健康运营和发

展。从宏观上看,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闲置资金和

储蓄没有办法高效地转换成社会投资,从而影响资

源配置和经济的运行。
制造业是国家积极大力发展的行业,是我国实

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型产业。近些年国

家从产业集聚和发展科技等层面大力支持制造业产

业更新升级和发展。但是,由于制造业企业有着初

始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特性,在面对不确定的市

场环境和不完善的融资体系时,易面临较大融资约

束。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遇到一些瓶颈。首先,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较落

后的制造业生产依然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因此,
打破制造业的融资约束,不仅可以为国家基础型产

业的稳步发展开辟道路,还能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创造条件从粗放型向集约高效型产业发展,并激发

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是

该行业的 “领头羊”。研究如何缓解中国制造业A
股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对行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

重大的意义。因此,本文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以

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当前银行竞争

形势的加剧是否会对制造业的融资约束带来影响。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放

松了实证研究中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为线

性的假设。笔者发现银行竞争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关

系呈U型。在银行竞争程度较弱时,银行竞争加剧

有利于放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然而随着银行竞

争程度的提高,银行竞争放宽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不

断减弱。在银行竞争程度较强时,银行竞争进一步加

剧反而会收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对于银

行业的准入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

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节汇报文章的实证结

果;第五节给出结论。

二、文献综述

经济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融资行为进行阐

释。Modigliani&Miller(1958)提出著名的MM
理论,认为在完美资本市场的环境下,企业的融资

结构不会影响其价值。但是这一理论的假设尤其是

无税假设与实际不符。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

下,修正的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有避税效应 (Modi-
gliani& Miller,1963)。在 MM理论基础上,权

衡理论 (Robichek& Myers,1966)考虑了企业

存在破产成本的情况,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取

决于债务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其中债务

的边际收益主要来自企业负债的避税作用,债务的

边际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破产成本。优序融资理

论 (Myers& Majluf,1984)则在 MM理论的基

础上引入信息不对称。在外部融方式中,企业权益

融资传递关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信号,因此企业

融资先以内源融资为主,然后寻求长期债务融资补

充资金,最后才会考虑权益融资的方式。在现实

中,内源融资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外源

融资成为重要的企业融资方式。根据融资优序论,
债务融资是主要的外源融资方式。而银行融资是中

国企业最主要的债务融资方式。然而,外源融资包

括银行贷款融资的可得性并不总能得到保证。现有

文献提出了多种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主流的

方法包括Fazzarietal. (1988)的投资—现金流敏

感性模型、Almeidaetal. (2004)的现金—现金

流敏感性模型、WW 指数、KZ 指数和SA 指数

(Whited & Wu,2006;Kaplan & Zingales,
1997;Hadlock&Pierce,2010)。也有部分研究

用财务指标衡量融资约束 (李焰和张宁,2008;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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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和孔煜,2005;李金等,2007)。这些不同指标

的研究都指出现实中的企业是普遍面临融资约

束的。
由于银行贷款融资是外源融资的重要方式,银

行竞争状况是否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就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现有关于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

约束关系的理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市场力量假

说,二是信息假说。市场力量假说认为银行竞争程

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轻企业融资约束 (Guzman,
2000)。信息假说认为银行竞争程度的提高反而会

加剧企业融资约束 (Petersen & Rajan,1995;
Bergeretal.,2008)。产生这种差异原因是市场

力量假说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垄

断的行业结构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供给,而竞争有利

于增加银行贷款的有效供给。信息假说则强调信息

不对称。该理论认为激烈的竞争使银行和企业难以

形成长期的银企关系,因此,难以分享未来企业成

长的好处。银行在和企业的短期交易中,因为短期

收益高度不确定,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来覆盖短期

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损失。这抬高了银行利率,而

企业在高利率下可能会过度承担风险,为此,银行

会限制对企业的信贷。而垄断的银行可以和企业建

立长期关系,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依靠长期银企

关系在未来更多分享企业的现金流。短期低利率降

低了逆向选择的风险,提高了银行贷款的可得性。
因此,从理论上讲,银行竞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

响是不确定的。方芳和蔡卫星 (2016)通过简化的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发现银行竞争降低了工业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姜付秀等 (2019)也得到了

类似的结论。然而这些实证文献均假设银行竞争与

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为线性。本文的研究放松了这

一假定。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

束和银行竞争形势的关系在理论上既可能是正相关

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前人的研究通常把二者相关

关系的正负作为支持市场力量假说或者信息假说的

证据。然而,本文认为这两种假说的关系并不一定

是互斥的,也可以是互补的关系。当银行市场结构

高度垄断,也就是银行竞争程度非常弱的时候,高

度垄断的市场结构极大地限制了银行服务,包括贷

款业务的供给。此时,尽管银行可以通过建立长期

银企关系,从目前资信不足的企业未来发展中分享

现金流,但是由于大量可选贷款客户的存在,使银

行仍然可能通过精选少量客户,而抬高贷款利率的

方式获利。这削弱了银行以低利率获取更多长期客

户的动机。因此,在银行竞争程度很低的情况下,
市场力量假说的解释力更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

竞争程度的增加会驱使银行以较低短期利率扩大客

户源,建立更多长期关系,从这些长期关系中获

利。银行竞争有利于放松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
在银行竞争程度已经较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行

业竞争对提升贷款服务供给的边际贡献较小。同

时,激烈的竞争导致建立长期银企关系变得更加困

难。在缺乏分享企业长期成长收益空间的情况下,
银行更看重与企业的短期借贷合同。为规避逆向选

择问题,银行会限制信贷总量,导致部分企业难以

获取银行贷款。因此,在银行高度竞争的情况下,
信息假说的解释力更强,进一步强化竞争反而会导

致企业融资约束变紧。基于以上理论讨论,笔者得

出如下研究假设:
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和银行竞争的关系是

非线性的。在银行竞争较弱的情况下,增强银行竞

争会放松企业融资约束。但在银行竞争较强的情况

下,银行竞争会收紧企业融资约束。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银行竞争形势。与银行竞争形势相关的数据来

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金融许可证

信息,并利用上述数据信息计算银行竞争程度的相

关指标。金融许可证信息包含了全国各商业银行及

其分支机构的机构编码、证件流水号、发证日期、
批准成立日期等数据。其中 “发证日期”是银保监

会对商业银行颁 (换)发许可证的制证日期,“批
准成立日期”为银保监会批准该银行或其分支机构

设立的日期,该银行或其分支机构自此具有开展商

业银行业务的一般资质。本文按省级行政区 (除我

国港澳台地区)手动查询并下载了2011—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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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许可证信息,并从中

得到了各家商业银行在各个省级行政区分支机构的

数量、地址、批准成立日期等信息。本文将计算后

的银行业竞争程度数据与 Wind数据库中公司所在

的省份信息进行匹配。本文采用省级行政区层面的

银行业竞争程度数据。这样既可以从更细化的层面

观测中国各地银行竞争变动的趋势和差别,也可以

减弱其他全国性银行业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
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本文研究中采用的制造

业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来自Wind数据库。具体来

说,本文手动查询并下载了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

2011—2018年的基本公司信息和财务情况,同时

参考国泰安数据库的相关指标进行确认比对,并按

照下述规范对数据进行筛选: (1)除去ST公司;
(2)剔除有空缺数据的企业样本;(3)为了消除样

本中含异常值对计量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前

1%和后99%的数据。经过数据的筛选,本文共获

得国内2081家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18
年的企业信息数据,共12480组样本数据。

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从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

据中心检索2011—2018年各省级行政区 (除我国

港澳台地区)的GDP指数,并采用 [地区生产总

值指数 (上年=100)-100]/100计算出的GDP增

长速度作为主要宏观控制变量 (均采用年末数据)。
本文将计算后的GDP增长率按照公司所在的省份

进行匹配。采用省级行政区层面的经济数据既可以

从更细化的层面观测中国各地经济增速变动的趋势

和差别,也可以减弱其他全国性经济发展政策所导

致的叠加效果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三)银行竞争指标

产业集中度指标集中反映了市场的竞争水平和

垄断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中国国有大型银

行存在发展优势的特殊性,方芳和蔡卫星 (2016)
曾采用1-CR5作为衡量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指标。
由于当前邮储银行已被列入国有大型银行行列,因

此本文定义1-CR6作为银行业竞争形势的测度指

标。其中CR6为我国六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邮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省级行政区层面的分支机构占

该省份全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的比重。显然,
1-CR6的值处于0~1之间,且该数值越大,代

表银行业市场竞争水平越强。此指标假定各个商业

银行分支机构拥有相同的工作效率,商业银行分支

机构的数量可以代表该银行在该地区的市场势力。
在接下来的基准模型中,设定1-CR6的数值为变

量competition。在稳健性分析中笔者用1-HHI
作为替代的银行竞争度量指标。

(四)融资约束指标选择

前面文献综述已经提到,关于融资约束的测

度,常见的有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现金—现

金流敏感性模型、WW 指数、KZ 指数和SA 指

数。具体来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假设面临

融资约束的企业要更多依赖自身现金流为投资融

资。因此,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反映了企业所面

临的融资约束。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认为在面临融资约束

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持有较多的现金以备不测。
因此,当企业现金流增加的时候,融资约束会驱使

其持有更多现金。现金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反映企业

面临的融资约束。
Lamontetal. (2001)根据美国证监会文件

信息将企业按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定性地分为高

低不同的组。然后用这些分组的排序对一些财务指

标回归,以确定这些财务指标和融资约束的关系。
最后利用回归系数和这些财务指标构建融资约束度

量指标。具体而言,KZ 指数的构建公式如下:

KZ=-1.002×Cashflow+0.283×Q
+3.193×Lev+39.367×Div
-1.315×Currency (1)

式中,Cashflow 是现金流和总资本的比,Q 是托

宾Q,Lev是杠杆率,Div是分红比总资本,Cur-
rency是现金持有量比总资本。

Whited& Wu (2006)提出,基于理论模型

利用GMM法,定量估计无法观察的企业融资约

束与公司财务指标的关系,构建了WW 指数。
KZ 指数和WW 指数的特点都是用可观察的

4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工作论文 

公司财务指标去度量不可观察的企业融资约束。这

大大简化了融资约束的度量问题。然而,财务指标

是内生的,容易在计量分析中导致估计偏误。为

此,Hadlock&Pierce(2010)提出的SA 指标采

用KZ 指标的基本方法,但用企业规模和年龄这两

个具有很强外生性的变量构建融资约束指数。具体

的指数构建公式如下:

SA=0.043×(size2)-0.04×age
-0.737×size (2)

式中,size是规模,age是存续期限。尽管WW
指数、KZ 指数和SA 指数在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但作为其构建基础的回归系数基于美国数据,因

此,并不适用于本文。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
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度量融资约束。在稳健性分析

中,笔者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作为替代的

度量融资约束的方法。
(五)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设定以企业投资为被解释

变量,以银行竞争指数 (competition)及其平方

项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如式 (3):

invit=α0+β1cfit+β2competitionjt×cfit

+β3competition2jt×cfit+β5controls
+ft+vi+εit (3)

本文回归主要变量设定如表1。

表1 变量设定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企业投资 inv 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比固定资产存量

银行业竞争指数 competition 解释变量 1-CR6

现金流量 cf 解释变量 现金流比固定资产存量

盈利能力 ROA 控制变量 净利润/总资产

公司规模 (亿元) size 控制变量 公司总资产的对数

公司杠杆 lever 控制变量 总负债/总资产

托宾Q tobin _q 控制变量 市值/总资产

GDP增速 gdp 控制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100]/100

期限错配 (亿元) sfli 控制变量
投资支出的现金流-长期借款和所有者权益的本期增
加额-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回归分析中,β1+β2competitionjt+β3competition2jt
是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反映企业面临的融

资约束。ft,vi 分别为年度和个体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在对主要变量剔除异常值后,将其均值、方

差、极小值和极大值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2。
通过对208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描

述性统计可以看出,competition 变量在0.223~
0.628之间,说明各省之间银行竞争水平的高低存

在差距。竞争指数的均值没有超过0.5,说明从国

有六大行垄断势力角度来看,我国银行竞争程度依

然较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剔除异常值后,分布在

-11.65%~40.78%之间,异质性较强。从财务杠

杆来看,制造业企业的总资产负债率有较大的差

距,虽然剔除了异常数据,但是高杠杆和低杠杆企

业依然并存。从企业成长性来看,各个企业的成长

性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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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v 0.264 0.692 -0.323 5.073

competition 0.457 0.0774 0.223 0.628

cf 0.345 0.942 -2.679 8.500

ROA 0.0673 0.0642 -0.117 0.408

size 3.489 1.148 0.218 6.723

lever 0.383 0.197 0.0519 0.875

tobin _q 2.361 2.074 0.0826 26.710

gdp 0.083 0.019 -0.025 0.164

sfli -1.522 31.874 -155.548 167.191

  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用于查

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从相关系数

矩阵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

系数均较小,说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较小,基本可

以缓解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inv competition cf ROA size lever tobin _q gdp sfli

inv 1 — — — — — — — —

competition-0.0504*** 1 — — — — — — —

cf 0.2069*** -0.0208** 1 — — — — — —

ROA 0.0917*** -0.0011 0.3274*** 1 — — — — —

size -0.0282*** 0.0576*** -0.0012 -0.0034 1 — — — —

lever -0.0352*** -0.0027 -0.1531***-0.3026*** 0.5257*** 1 — — —

tobin _q 0.0316*** -0.0017 0.1533*** 0.2927*** -0.4823***-0.4226*** 1 — —

gdp 0.0431*** -0.1871***-0.0455*** 0.0101 -0.0858*** 0.0426*** -0.0838*** 1 —

sfli 0.0190 -0.00600 0.0261 0.00880 -0.00310 -0.00640 -0.0103 -0.0416*** 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2081家企业的样本数据,对模型做

回归,控制了个体固定和时间固定效应,得出表4
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没有加控制变量。模

型 (2)~模型 (5)逐步控制了盈利性 (ROA)、
公司规模 (size)、杠杆率 (lever)和托宾Q (tobin_

q)。由于模型 (5)全面地控制了公司投资实证模

型中常用的控制变量,笔者将其作为基准模型。由

于当地的宏观经济形势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融资

行为,模型 (6)额外控制了各省的GDP增长率。
在企业融资存在期限错配时,信用风险较高,可能

会对企业的融资能力产生影响,为此,模型 (7)
控制了期限错配。

表4回归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中国制造业上

6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工作论文 

市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是敏感的。现金流的增加对

这些企业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中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银行竞争对这些公司融

资约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这表现在银行竞争指数

(competition)和现金流的交乘项以及银行竞争指

数的平方和现金流的交乘项均显著不同于零。

表4 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回归结果 (用1-CR6衡量银行业竞争)

变量 (1) (2) (3) (4) (5) (6) (7)

cf
0.653*** 0.635** 0.618** 0.619** 0.616** 0.616** 1.853***

(3.36) (3.27) (3.22) (3.22) (3.21) (3.21) (7.37)

competition×cf
-2.470** -2.406** -2.287** -2.293** -2.281** -2.285** -7.409***

(-2.85) (-2.78) (-2.67) (-2.67) (-2.66) (-2.66) (-6.62)

competition2×cf
3.128** 3.050** 2.837** 2.844** 2.836** 2.843** 8.315***

(3.27) (3.19) (3.00) (3.00) (3.00) (3.00) (6.78)

ROA — 0.595*** 0.501*** 0.511*** 0.572*** 0.573*** 0.562**

(4.11) (3.49) (3.46) (3.78) (3.78) (2.83)

size — — 0.285*** 0.283*** 0.271*** 0.271*** 0.253***

(14.83) (13.98) (12.63) (12.64) (8.46)

lever — — — 0.0223 0.0169 0.0204 0.0938
(0.30) (0.23) (0.27) (0.92)

tobin _q — — — — -0.0103 -0.0102 -0.0132
(-1.81) (-1.79) (-1.70)

gdp — — — — — -0.497 -0.404
(-0.77) (-0.45)

sfli — — — — — — 0.000435
(1.23)

常数项
0.334*** 0.284*** -0.560*** -0.563*** -0.507*** -0.453*** -0.450***

(16.92) (12.26) (-9.13) (-9.05) (-7.28) (-4.60) (-3.32)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2480 12480 12480 12480 12480 12480 7109

R2 0.063 0.065 0.084 0.084 0.084 0.084 0.145

  图2根据基准模型结果绘制了公司融资约束,
即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β1+β2competitionjt+
β3competition2jt)与银行竞争的关系。其中横轴为

自变量银行竞争指数 (1-CR6),左侧纵轴是投资

-现金流敏感度,右侧纵轴是自变量 (1-CR6)
的直方图的数轴,代表自变量的频率。两条虚线是

95%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到,随着银行竞争程度的

上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先是不断减少。然而,
当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临界值时,随着银行竞争

程度进一步上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不降反升。
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呈U型。这与本

文的理论假设一致。

(三)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两个方面检验前述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笔者用1-HHI指数作为替代的银行竞争

程度度量指标,重新估计前述模型 (5),得到如图

3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到基准模型的定性结果不

变,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仍然呈显著的

U型。
其次,笔者改变融资约束的度量方式,估计现

金—现金流敏感模型。根据该模型当企业面临融资

约束时,公司现金流对其现金持有量有显著正向影

响。如果银行竞争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有显著影

响,则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应该是银行业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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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银行竞争与公司融资约束的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基准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结果绘制,银

行业竞争指数为1-C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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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银行竞争与公司融资约束的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结果绘制,银行业

竞争指数为1-HHI。

争程度的函数。图4展示了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模型中加入银行竞争指数 (1-CR6)和现金流的

交乘项以及银行竞争指数的平方和现金流的交乘项

之后的计量结果。与图2和图3类似,图4横轴为

自变量银行竞争指数 (1-CR6),左侧纵轴是现金

—现金流敏感度,右侧纵轴是自变量(1-CR6)的

直方图的数轴,代表自变量的频率。两条虚线是

95%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到,企业的现金—现金流

敏感性和银行竞争的关系仍然为显著的U型。
最后,笔者在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中,用

1-HHI指数作为替代的银行竞争程度度量指标,
重新估计模型,得到图5的计量结果。企业的现金

-现金流敏感性和银行竞争的关系仍然为显著的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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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银行竞争与公司融资约束的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结果绘制,银行业竞

争指数为1-C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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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银行竞争与公司融资约束的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结果绘制,银行业

竞争指数为1-HHI。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市值的公司投融资行为以及其与银行

的关系可能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经济增速的地区银行

信贷行为也可能有差异。本文根据企业市值和省GDP
增速对前面的基准模型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
1.按照企业市值分组。
首先,笔者考虑不同市值规模的企业融资约束

受银行竞争的影响。图6从左到右依次展示了小市

值公司、中等市值公司和大市值公司融资约束与银

行竞争强度的关系。可以看到,三个分组中银行竞

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均为U型 (融资约束为

银行竞争的凹函数)。但大市值公司融资约束与银

行竞争的关系和中小市值的公司相比仍有一定差

异。尽管融资约束为银行竞争的凹函数,但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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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并未出现递增的情形。在整个样本范围内,
大市值公司的融资约束随着银行竞争的加强,呈现

单调递减的特征。这反映出,相对于中小市值的制

造业上市公司,大市值公司的融资约束与银行竞争

的关系更多反映市场力量假说而非信息假说的理论

逻辑。信息假说认为,在银行竞争过于激烈时,由

于难以建立长期银企关系,银行会选择在当期提高

利率,同时拒绝部分客户的信贷申请,以防止高利

率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一假说可能对高市值的

企业适用性较弱。这是因为高市值企业抵押价值较

高,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于中小市值企业而言没有

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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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市值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银行竞争的关系

  2.按照企业所在地GDP增速分组。
图7从左到右依次展示了低GDP增速省份、

中等GDP增速省份和高GDP增速省份公司融资约

束与银行竞争强度的关系。可以看到,三个分组中

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均为U型 (融资

约束为银行竞争的凹函数)。然而,高GDP增速省

份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与其他省份相比

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在这类省份企业融资约

束是随着银行竞争加剧不断变松的。样本中不存在

单调递增的情况。这意味着市场力量假说和信息假

说在GDP增速中低水平的省份均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在高增长的省份,市场力量假说的解释力居于主

导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在高增长地区,银行对逆选

择风险的关注不如中低增长省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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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GDP增速的省份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银行竞争的关系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中国2081家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

2011—2018年,共12480组样本数据,分析了银

行竞争水平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在回归模型

中纳入银行竞争程度的平方项,以验证银行竞争程

度的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是否具有非线

性特征。本文发现平均而言,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面临融资约束,而且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

系为U型。即银行竞争的加剧初期可以缓解制造

业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在银行业竞争指

数超过拐点值后,银行竞争的加剧则会收紧企业面

临的融资约束。这意味着理论文献中关于银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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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市场力量假说和信息假说都

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在大市值企

业和高经济增长地区,尽管融资约束是银行竞争的

凹函数,在样本范围内融资约束随着银行竞争加剧

而递减。这反映出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性稍弱的

企业群体和地区,市场力量假说对银行竞争与企业

融资约束关系的解释力可能是更强的。本文的研究

对于未来关于企业融资约束和银行竞争关系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忽略二者关

系的非线性特征可能会导致片面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经济政策也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应当根据银行所处

省份进行差异化监管,部分省份银行业竞争程度仍

然较低,进一步放宽这些区域的银行业准入限制,
可以放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经济效率。但

是在银行竞争水平已经很高的省份,对银行业市场

的准入则应该更加慎重。因为过度竞争可能会破坏

长期银企关系的形成,加剧逆选择问题,进而收紧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经济效率。事实上,目

前国内已经有监管政策开始实现对机构的差异化监

管。如2020年12月发布的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办法》① 就对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进行识别,并进

行对机构的差异化监管。该法案有助于维持金融系

统稳定,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差异化监管政策传导

到各地分行将很有可能影响各省份的银行竞争结构

及竞争水平。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监管政策不应该

停留在机构层面,也应该实现地区层面的细化。其

次,通常中小企业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他们在外源融资过程中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逆向选

择、道德风险问题,并因此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外源

融资成本。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植政策在一些地

区可能有利于部分减弱银行业垄断力量过强对企业

融资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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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BANKINGCOMPETITIONON
FINANCINGCONSTRAINTSOFLISTED

MANUFACTURINGCOMPANIES

QIANZong-xin FUPeng-lu CHENXin-tong

(SchoolofFinance,RenminUniversityofChina)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influenceofmarketcompetitioninthebankingindustryonthefinan-
cingconstraintsoflistedmanufacturingcompanies.Takinglistedcompaniesinthemanufacturingindustry
assamples,thispaperestablishesamultipleregressionmodeltoverifywhethertheintensificationofthe
bankingcompetitionwillaffectfinancingconstraintsfacedbyenterprises.Throughresearch,thisarticle
concludesthatlistedcompaniesinthemanufacturingindustryfacesignificantfinancingconstraints.The
bankingindustrycompetitionandfinancingconstraintsappearsa“U”shapedrelationship,namelyasthe
intensificationofthebankingcompetition,financingconstraintsappearstodeclineafterrisingtrend.

Keywords:manufacturinglistedcompanies;bankfinancing;financingconstraint;bankingcompeti-
tion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