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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全球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非金融

企业大幅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企业盈利越来越依赖金融渠道的利润累积 （张成思和张步昙，2015）。
企业金融化使得实业投资率下降，经济呈现脱实向虚趋势，而实体经济与金融日益紧密的联系将加

大系统性风险，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自 2007 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各主要经济体逐渐认识到经济

脱实向虚的危害，开始关注并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来调节经济，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频率、幅度和关

注度大幅上升。2015 年以来，我国监管机构引入 MPA 考核框架，推出一系列监管新规等政策，强

调宏观审慎原则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性。那么，宏观审慎政策是否会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产生影响？

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影响程度有多大？回答这些问题对我国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系统

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学者较早注意到金融化这一现象。Baran & Sweezy （1966） 最早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金

融化，但没有明确“金融化”一词的含义。Orhangazi （2006） 指出，金融化是指非金融企业部门的

金融投资，及其引致的金融收入增加。Minsky （1986）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金融化增加了经济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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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限制银行信贷影响企业从事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

投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本文以 2000—
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增长率，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

趋势，回归主营业务，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考察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本文发现，相比于

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显著。本文通过中介效

应检验，验证了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

总效应中占比约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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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使得金融陷入自我膨胀的循环，日益脱离生产基础，将经济带向更加脆弱

的、没有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结构，危害经济的健康运行。国内研究中，张成思和张步昙 （2016）
主张，企业金融化是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的原因。胡奕明等 （2017） 证实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存在

以牺牲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替代动机”。杜勇等 （2017） 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大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

主营业绩。因此，金融化的治理具有必要性。然而，目前鲜有文献讨论金融化趋势的治理，尤其是

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化进程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实证角度为这一领域的空白做出补充。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着眼于企业金融化的治理，从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一层面度量企业金融

化程度，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重点分析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并探讨了融资约束

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趋势，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

企业去杠杆。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抑制经济脱实向虚，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后续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

说；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计量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利用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宏观审慎评估框架的各项指标与政策工具是针对银行而设，并不直接对企业产生影响，因

此，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进程的影响途径依赖于银行信贷。一方面，银行与企业的联系主要

是银行为企业融通资金，提供财务上的便利，以贷款为主要融资途径。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

为主导，直接融资的规模和份额相对较小。因此，银行信贷对企业的资金约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自身融资约束的影响。由于金融投资项目大量依赖银行信贷的外部

资金，在金融监管收紧的情况下，银行迫于监管压力和考核要求可能提前收回贷款，对企业金融投

资、房地产投资项目的放贷意愿下降。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的金融投资规模，间接影

响了企业金融化程度，从而完成了“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这一链条的传导。综

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趋势具有抑制作用。
方意 （2013） 从理论上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作用于信贷周期的传导途径。以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

为例，若监管机构动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金要求等工具，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扩大存贷利差、
减少分红、发行新股或降低资产持有来调整资本金水平，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如果银行降低资产持

有规模，则对企业的贷款供给会有所减少。同时，宏观审慎政策也具有强烈的信号作用，预期因素在

宏观审慎政策机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宏观审慎政策收紧使得预期资产价格降低，在信贷抵押机制的

作用下，预期资产价格的下降将进一步导致信贷规模收缩。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银行信贷是企业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企业的投资资金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我国银行

对企业负债具有软约束的情况下，银行借款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企业投资规模会随着负债程度

的提高而下降。相关文献也证实了银行借款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以及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抑制作用，

但没有进一步区分金融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银行信贷对企业金融化趋势具有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考察银行信贷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时，还需要注意区分融资约束的

异质性。由于金融资源稀缺，我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时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 （叶康涛和

祝继高，2009）。国有企业与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天然联系，融资约束较弱。彭俞超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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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融资约束弱的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更倾向于以获利动机进行金融投资。由于国有企业

更依赖银行信贷，受宏观审慎政策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出于预

防性储蓄动机持有金融资产的非国有企业。
假说 4：融资约束程度越弱，其金融化趋势对宏观审慎政策越敏感。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 CSMAR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选取 2000 至 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

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参考标准文献的界定，“金融行业”为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及房地产

业在内的 FIRE 行业。剔除 ST 股票和按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的 FIRE 公司数据后，最终样本为 2202
家上市公司。为保证样本的连续性，本文仅保留连续六年持续经营、数据完整的公司。为消除极端值对

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采取 1%的双侧截尾处理。对于缺失值，本文采取列删的方法进行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 （Gf）
参考彭俞超等 （2018），本文关注的是企业金融化趋势，选取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而非水平值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规模自然对数值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其中，金融资产包括货

币资金、持有至到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

产、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等科目。参考张成思和张步昙 （2016） 的研究，区分狭

义和广义两个口径：上述科目的金融资产为广义口径，记为 Gf1；扣除长期股权投资的广义金融资

产为狭义口径，记为 Gf2。下文金融资产持有规模及资产收益率差距的计算口径与此相对应。
2.宏观审慎政策变量 （MPI）
本文采用 Cerutti et al. （2017） 编制的宏观审慎政策指数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

于 IMF 全球宏观审慎工具 （GMPI） 调查。该指数①越大，表明当年采用的宏观审慎工具越多，宏观审

慎监管的力度越大。荆中博和方意 （2018） 指出，在宏观审慎工具箱中，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贷款

价值比上限和准备金率政策。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两个宏观审慎工具对金融化趋势的作用。
3.金融资产持有规模 （F）
参考彭俞超等 （2018） 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值衡量金融资产持

有规模，以捕捉企业金融化的均值收敛特征。对应金融资产的两个口径，记广义口径的金融资产持

有规模为 F1，狭义口径的为 F2。若金融资产持有规模的估计系数小于 0，则意味着金融化水平低

的企业趋向金融化的速度快于金融化水平高的企业。
4.相对收益率指标

行业收益率差距 ROEdiff 由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i,t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减去金融企业同

期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ROEFIRE,t 计算得出，用以衡量非金融行业企业与金融行业收益率差距。资产

收益率差距 Rdiff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与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差距。参考张成思和张步昙

（2016） 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由固定资产获利占经营资产的比重计算得出；对于金融资产

收益率，广义口径的金融资产收益率由广义金融渠道获利 （即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

合收益） 除以广义金融资产计算得到，记为 Rdiff1；狭义口径的金融资产收益率由狭义金融渠道获

利 （即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净汇兑收益－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除以狭义金融资

产计算得出，记为 Rdiff2。
5.企业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

①篇幅所限，用于统计的审慎工具未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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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选取及度量方式本文还考虑了一系列影响

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因素，加入

经营性现金流 （CFO）、总资产收

益率 （ROA）、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托宾 Q （TobinQ）、企

业规模 （Size） 等变量来控制公

司业绩和可支配资金对金融投

资增长率的影响。
6.银行借款

由于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

策向企业金融化传导的重要一

环，参考童盼和陆正飞 （2005），

本文用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之

和来衡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

贷规模，将银行借款的自然对

数值 （Loan1） 以及银行借款对

总资产比例 （Loan2） 依次作为

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7.融资约束 （Constr）
一是产权状态 （State），根据

前文分析可知，国有企业受融资

约束轻，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

重。二是参考王红建等 （2016）
和彭俞超等 （2018） 的做法构建

KZ 指数，以中位数为界对企业

进行分组。KZ 指数高于同期中

位 数 的 企 业 属 于 融 资 约 束 组

（Constr），所受的融资约束较强；

反之，则属于非融资约束组 （Unconstr），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弱。
表 1 汇总了企业层面主要指标的选取及度量方式。表 2 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 3 汇报

了核心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符号 基本定义 度量方式
Gf 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 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自然对数值的一阶差分
MPI 宏观审慎政策指数 宏观审慎工具箱中当年使用的审慎工具数量

LTV_CAP 贷款价值比上限 当年是否使用该工具
RR_REV 准备金要求 当年是否使用该工具

F 金融资产持有规模 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的自然对数值
ROEdiff 行业收益率差距 该企业的ROE- 同期金融企业的平均ROE
Rdiff 资产收益率差距 固定资产收益率 - 金融资产收益率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总资产
TobinQ 托宾Q 企业市场价值 /重置成本
CFO 经营性现金流占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总资产
Grow 营业收入增长率 前后两年营业收入之差 /当年营业收入
Size 企业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f1 25856 0.108 0.547 - 1.459 2.178
Gf2 25852 0.109 0.541 - 1.456 2.218
MPI 27263 5.177 2.747 1 10
F1 27260 20.063 1.394 16.087 23.887
F2 27258 20.211 1.411 16.211 24.078

Rdiff1 27227 0.012 0.084 - 0.405 0.226
Rdiff2 27227 0.014 0.073 - 0.354 0.189
ROEdiff 27260 0.416 1.351 - 0.382 6.134
ROA 27260 0.034 0.065 - 0.285 0.206
TobinQ 25873 2.151 1.919 0.21 11.396
CFO 27259 0.048 0.075 - 0.183 0.264
Grow 25799 0.206 0.525 - 0.63 3.646
Size 27260 21.664 1.25 18.919 25.518
Loan1 23247 19.784 1.76 14.914 24.241
Loan2 26359 0.187 0.156 0 0.671
GDP 27263 9.172 1.977 6.73 14.25
M2 27263 16.256 3.561 11.85 26.51
HP 14255 4.64 0.022 4.592 4.674
SHSI 27263 7.762 0.326 7.051 8.352

表 3 主要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Gf1 MPI F1 Rdiff1 ROEdiff ROA TobinQ CFO Grow
MPI 0.040***

F1① 0.245*** 0.279***

Rdiff1 - 0.008 - 0.079*** - 0.044***

ROEdiff - 0.042*** - 0.167*** - 0.132*** 0.002
ROA 0.174*** 0.016*** 0.228*** 0.086*** - 0.131***

TobinQ 0.043*** 0.101*** - 0.300*** 0.048*** - 0.072*** 0.161***

CFO 0.171*** - 0.032*** 0.124*** 0.176*** 0.016** 0.331*** 0.043***

Grow 0.234*** - 0.034*** 0.024*** 0.072*** - 0.021*** 0.203*** 0.061*** 0.038***

Size 0.113*** 0.318*** 0.853*** - 0.076*** - 0.100*** 0.112*** - 0.426*** 0.105*** 0.029***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
①为免赘述，金融化相关变量仅报告广义口径 F1，狭义口径的相关系数统计量与此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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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
为 研 究 宏 观 审 慎 政 策 对 企 业 金 融 化 趋 势 的 影 响 ， 参 考 宋 军 和 陆 旸 （2015） 以 及 彭 俞 超 等

（2018）， 本文首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评估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不同审慎工具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设定基准实证模型如下：

Gfi,t=η+αMPIt+λ1Fi,t+λ2Roediffi,t+λ3Rdiffi,t+λ4ROAi,t+λ5TobinQi,t+λ6CFOi,t+λ7Growi,t+λ8Sizei,t+∑δIndustryi
+∑γYeart+ui,t （1）
其中，Gf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金融投资增长率，Industry 和 Year 分别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

行业分类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 2012 年版的门类标准，ui,t 为随机误差项。所有回归均使用稳健标准误。
由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其金融资产投资决策可能受到前期投资决策的影响，

具有动态调整的特点。本文在式 （1） 右手侧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以构建动态面板：

Gfi,t=ψGfi,t-1+αMPIt+∑λControlsi,t+∑δIndustryi+∑γYeart+ui,t （2）
其中，Controlsi,t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该模型中，企业层面变量均由企业的财务报表计算得到，

报表之间存在的勾稽关系使得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相互影响，从而导致双向因果。同时，引入被

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扰动项中潜在的遗漏变量可能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为了消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估计结果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 （张成思和郑宁，2018；刘

贯春等，2018） 的通行做法，本文采用系统矩估计 （S-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将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使用二阶以上滞后项作为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 4 报告了宏观审慎政策对

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的基准回

归结果。前两列被解释变量采用

广义口径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增长

率，对应的解释变量中金融资产

持有规模以及资产收益率差距同

样采用广义口径。后两列为狭义

口径的金融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结

果，对应解释变量也进行了相应调

整。从结果来看，广义口径和狭义

口径的估计量差异不大，下文主要

采用广义口径进行分析。第 （1）
列和第 （3） 列采用式 （1） 进行回

归，第 （2） 列和第 （4） 列为对式

（2） 进行 GMM 估计的结果。从检

验统计量来看，动态 GMM 通过了

AR （2） 检验和 Hansen 检验，表

明回归估计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

有效，且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问

题，回归结果是可靠的。核心解

释变量宏观审慎政策指数 （MPI）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Gf 广义口径 （Gf1） 狭义口径 （Gf2）
(1)FE (2)GMM (3)FE (4)GMM

MPI - 0.0115*** - 0.0241*** - 0.0092*** - 0.0413***
(- 4.1377) (- 3.1998) (- 3.2503) (- 6.3696)

L.Gf1① - 0.1099***
(- 7.7849)

L.Gf2 - 0.0979***
(- 6.6898)

_cons - 0.2189*** - 5.6532*** - 0.2643*** - 3.0323**
(- 2.7392) (- 3.8553) (- 3.3134) (- 2.3573)

Controls②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24431 22301 24427 22296

F 统计量 100.7021*** 89.9247***
Wald 统计量 870.7793*** 994.6134***

调整后 R2 0.1946 0.1795
AR （1） 检验③ 0.0000 0.0000
AR （2） 检验 0.6572 0.5425
Hansen 检验 0.3491 0.2026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修正的 t 统计量，***、 **、 * 分别

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①L.Gf1 和 L.Gf2 分别是对应口径的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 Gf1 和 Gf2

的滞后项。下同。
② Controls 代表上文所述的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Year 和

Industry分别代表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下同。
③ AR （1） 检验、AR （2） 检验和 Hansen 检验汇报的数值为对应 p

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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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力度能够显著

促使企业降低其金融资产的投资增长率。在控制了公司层面的变量之后，FE 估计中 MPI 的影响

系数为-0.0115，即每增加一项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将带来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增长率降

低约 1.15%。这一结果说明，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趋势。由此，假说

1 得到验证。
（二） 不同宏观审慎工具的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与其采用什么样的宏观审慎工具有密切联系。为考察贷款

价值比上限和准备金率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本文使用贷款价值比上限 （LTV_CAP） 和准

备金率 （RR_REV） 变量作为上述模型中的宏观审慎政策变量，依次进行回归。从 OLS 估计结

果来看，贷款价值比上限对广义口径下的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更强一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动用贷款价值比上限工具比不采用该工具时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降

低 27.92%；动用准备金率工具则将使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降低 10.36%。对贷款价值比上限和准

备金率的系数进行组间差异检验，Wald 统计量为 80.56，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使用不同的

宏观审慎工具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别。GMM 回归结果与此一致。因此，宏

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不仅与动用的工具个数有关，还与采用哪一种审慎工具相

关。狭义口径下，GMM 的估计结果与广义口径的结果接近，而 FE 的估计结果出现了分歧。准

备金率的影响强于贷款价值比上限的影响程度，二者的差异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表 5 不同宏观审慎工具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Gf

广义口径 （Gf1） 狭义口径 （Gf2）

FE 估计 GMM估计 FE 估计 GMM估计

(1)LTV_CAP (2)RR_REV (3)LTV_CAP (4)RR_REV (5)LTV_CAP (6)RR_REV (7)LTV_CAP (8)RR_REV

LTV_CAP
- 0.2792*** - 0.1687*** - 0.0320 - 0.2933***

(- 11.5933) (- 3.1998) (- 0.5024) (- 6.4620)

RR_REV
- 0.1036*** - 0.0486 - 0.0825*** - 0.0834

(- 4.8150) (- 0.7721) (- 3.8474) (- 1.3029)

L.Gf1
- 0.1099*** - 0.1125***

(- 7.7849) (- 7.9966)

L.Gf2
- 0.1048*** - 0.1056***

(- 6.8868) (- 6.8808)

_cons
- 0.2304*** - 0.2304*** - 5.6773*** - 6.2825*** - 0.2735*** - 0.2735*** - 2.9997** - 3.0554**

(- 2.9104) (- 2.9104) (- 3.8811) (- 4.3348) (- 3.4592) (- 3.4592) (- 2.3453) (- 2.470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431 24431 22301 22301 24427 24427 22296 22296

F 统计量 152.3074*** 152.3074*** 138.0490*** 138.0490***

Wald统计量① 80.56*** 622.5467*** 889.9277*** 0.37 950.8050*** 791.7147***

调整后 R2 0.1946 0.1946 0.1795 0.1795

AR（1）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2）检验 0.6572 0.4462 0.7725 0.5516

Hansen 检验 0.3491 0.4819 0.1788 0.1770

注：① FE 估计结果下的 Wald 统计量为组间差异检验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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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银行借款：中介效应检验

上文的机制分析表明，在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和企业金融化趋势三者的关系中，宏观

审慎政策为自变量，企业金融化趋势为被解释变量，银行信贷为宏观审慎政策作用于企业金融

化趋势的中介变量。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贷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根据温忠麟

等 （2004） 设计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建立如下递归模型对信贷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Gfi,t=η1+α1MPIt+∑λControlsi,t+∑δIndustryi+∑γYeart+ui,t （3）

Loani,t=η2+α2MPIt+∑λControlsi,t+∑δIndustryi+∑γYeart+ui,t （4）

Gfi,t=η3+α3MPIt+β3Loani,t+∑λControlsi,t+∑δIndustryi+∑γYeart+ui,t （5）
其中，式 （4） 考察宏观审慎政策

是否能够影响信贷约束，式 （5）
则关注银行信贷对企业金融化趋

势是否具有影响。
逐步回归结果如表 6 所 示 ，

前两列是以银行借款的自然对数

值 （Loan1） 作为银行借款的代理

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后两列

则 以 银 行 借 款 对 总 资 产 比 例

（Loan2） 作为代理变量。第 （1） 列

和第 （3） 列报告了宏观审慎政策对

企业信贷约束的作用。宏观审慎政

策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宏观审

慎政策对银行信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宏观审慎政策收紧 1 个单

位，则企业的银行借款减少 6.94%，

在总资产占比中下降 1%。第 （2）
列和第 （4） 列报告了在控制宏观

审慎政策变量下，银行信贷对企

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银行借款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从银

行获得的贷款越多，趋向于金融化的速度越快，说明样本中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主要基于投机动

机。银行借款每减少 1%，金融投资增长率将降低 1.33%；银行借款在总资产中占比减少 1%，

金融投资增长率将降低 1.18%。结合式 （4）、式 （5） 可知，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

响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银行借款实现的，即银行信贷扮演了部分中介效应的角色。Sobel
检验结果显示，以绝对值衡量的银行借款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20.59%，间接效应的影响

系数为-0.0034，以总资产占比衡量的中介效应占比则为 24.32%，间接效应的影响系数为-0.
0037。上述结果为假说 2 和假说 3 提供了经验支持。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将减少银行信贷规模，

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上升，将抑制其投资行为，放缓金融资产投资速度；反之，宽松的宏观审

慎政策将提供宽松的信贷环境，间接鼓励企业积累金融资产。
（四） 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

上文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趋势具有重大影响，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

的重要一环。本文依次使用产权状态和 KZ 指数来衡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依据融资约束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Loan1 Loan2

因变量 (1)Loan1 (2)Gf1 (3)Loan2 (4)Gf1

MPI
- 0.0694*** - 0.0133*** - 0.0100*** - 0.0118***

(- 13.0608) (- 4.5304) (- 15.0560) (- 4.0654)

Loan1
0.0496***

(15.2786)

Loan2
0.3780***

(13.9618)

_cons
- 2.6203*** 0.0713 - 0.1889*** - 0.1316

(- 14.1213) (0.8443) (- 8.6541) (- 1.625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20956 20954 23618 23616

F 统计量 1097.3987*** 95.6352*** 278.5699*** 97.2738***

调整后 R2 0.6447 0.2170 0.3263 0.2018

Sobel Z - 9.672*** - 10.610***

中介效应占比 20.5878% 2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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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将非金融上市企业划分为融资

约束轻的样本组和融资约束重的样

本组，分别对式 （1） 进行回归。分

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按照产权

状态划分融资约束程度，MPI 对国

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

响系数为-0.019，对非国有企业的

影响系数为-0.014。二者相差不大。
按照 KZ 指数划分融资约束程度，宏

观审慎政策指数对融资约束重的企

业影响系数为-0.010，对融资约束

轻的企业影响系数为-0.014。可见，

融资约束程度越轻，宏观审慎政策

对其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力

度越大，说明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主

要 基 于 获 利 动 机 ， 印 证 了 假 说 4。
组间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两个系数

不存在显著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化趋势的影响力度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之间的区别并

不显著。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0—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

两方面分析“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和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

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投资增长率，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第二，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存

在显著差别，较之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 （LTV） 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加

明显；第三，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

占比约为 20%；第四，与受融资约束重的企业相比，受融资约束轻的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增长率受

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由于宏观审慎政策对非金融行业

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经济活动监管中，尤其当金融领域投资过热、出现较为

严重的金融化趋势时，监管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运用“宏观审慎政策—银

行信贷—企业投资”这一传导机制来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增强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率

和实现效果；二是由于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存在差别，且在不同的经

济环境下，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有所差异，在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时，既要考虑政策的使用方向，

又要考虑政策实施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概言之，宏观审慎政策在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多方面的相

关因素，通过制定更具有针对性和更为有效的方案，引导社会资金从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流向实

体经济。

（责任编辑 李梦宇）

表 7 融资约束、宏观审慎政策与企业金融化

因变量：Gf1
产权状态 KZ指数

(1)State (2)Private (3)Constr (4)Unconstr

MPI
- 0.0189*** - 0.0142*** - 0.0101*** - 0.0137***

(- 6.3786) (- 3.4609) (- 2.8096) (- 4.2521)

_cons
0.0459 - 0.5440*** - 0.0533 0.0139

(0.4721) (- 3.8096) (- 0.4031) (0.123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12376 12055 12314 12117

F 统计量 77.1951*** 84.7137*** 78.7501*** 68.8593***

调整后 R2 0.1896 0.2088 0.1976 0.1793

Wald 统计量 0.66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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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ffect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Ma Yong and Chen Diandian

（School of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Theoret－

ically，macro-prudential policy have impacts on loans from banks, through which restricting investment activities of enter－

prises. Consequently, financial investments of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by macro-prudential policy. The mechanism is summa－

rized as“macro-prudential policy-bank credit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nnual financial data of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0 to 2016, this paper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

prises. Further, we stud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ans and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macro-prudential policy significantly depresses the growth rat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 on

financialization. Compared with reserve requirements, limits on loan-to-value ratio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peed of

financialization. Third, loan is a partial mediation for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s for about 20% of the total effect. Fourth, the speed of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loo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more affected by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than those with tight constraints. Finally,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macro -prudential policy is stronger under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s, such as higher economic growth, higher monetary

growth and higher asset pri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 -prudential polic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should be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when investment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are overheated since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s evidenced. In addition, not only the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policy, but also the economic condition in which the policy is

implemented have influenc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Noticing that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ma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same economic variable, it is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these policies, thus

ob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policy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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