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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经营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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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与价值创造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微观企业层

面上财政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尚不明晰.本文从需求管理、财政融资和供给管理三个维度,建立了财政

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分析框架,沿着前两个维度对中国制度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增加了企业价值,在销售增长率较低、经营现金

流更好、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企业中,价值增加效应更加显著;企业经营特质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

为典型;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微观表现为拉动效应,东部地区的微观表现为挤出效应.研究揭示,在微观层面

上财政政策直接拉动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乘数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营异质性;企业价值;货币政策;供给管理;需求管理

中图分类号:F２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１７)０１Ｇ００９４Ｇ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Ｇ０８Ｇ３１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财政政策、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价值创造研究”(２０１４M５６２０９６)和“财政政策

环境、企业投资行为与财务业绩”(１２YJC６３０１５９)

作者简介:吕敏康(１９７５— ),男,陕西渭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

一、引言

经济增长状态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微观企业主体经营决策的重要外部环境,影响企

业的经营决策与业绩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主要通过政策工具把经济参数附加到生产

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与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表现为间接调控的基本特征[１].在宏

观上,调控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参数,引导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微观上,经济运行参数

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构建了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在不同政策环境下,
企业投资、融资与经营活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所不同,不同类型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策略和

方法不同,其经济后果也不同.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呢? 影响企业行为的机理

和路径是怎样的呢? 现有研究难以回答上述问题[２].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重视上述问题,并展开了相关研究,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的微观影响与作用机制方面[３][４].在财政政策

对企业行为影响方面,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税收政策对企业的避税、投资、薪酬与价值的影响[５][６][７].
然而,上述文献主要是从税负角度来考察企业行为及其后果的差异,并未从政策角度考察财政政策的

微观效应与作用机理.整体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机制与效应研究还比较缺乏;与货币政策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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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领域的研究相比,财政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研究则更为匮乏.
在宏观上,财政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取决于其拉动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平衡[８].当财政政策

的拉动效应强于挤出效应时,表现为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反.拉动效应主要表现为财政政

策能够导致民间部门消费与产出扩张,促进经济增长;而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对

有限经济资源的争夺,从而导致民间部门消费与产出受到排挤,不利于经济增长.随着宏观经济调控

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和政府普遍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总体上拉动效应大于挤出

效应,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９](P７８)[１０].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学者

们也逐渐意识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各自定位不同与两者相互协同的重要性.贾康和孟艳(２００８)
认为,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货币政策应担任总量调控角色,财政政策应更加关注经济结构调控[１].结构

调控,意味着政策对不同类型主体的影响方式和后果应该有所不同.然而,现实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对

什么类型企业具有更大的价值增加效应呢? 具有什么特质的企业更敏感地捕捉到政策机会、更大程

度地利用政策机会呢? 政策机会带来的价值如何受到企业特质的影响呢? 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

要手段.总体上,中国政府一直实施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同阶段扩张幅度有所差异[１１][１２].实

践证明,中国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拉动了社会投资,也刺激了社会消费,促进了中国经济

的发展[１３].理论上,国内外一直在争论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在扩张性财政政策

所导致的赤字影响方面,有三种观点:财政赤字有害论、财政赤字无害论和适度财政赤字论.判断财

政赤字是否影响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财政赤字的规模和结构[８].目前,学术界和政府普遍认为扩张性

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必须警惕财政赤字规模扩张所导致的风险[１３][１４].
另外,学者们还对中国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与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在财政赤字的宏

观经济效应方面,学者们认为财政赤字通过需求管理影响了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国际贸易收支,表现

为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而财政赤字的融资与弥补方式影响了居民储蓄的意愿,影响了利

率、汇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了居民消费、企业投资,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８][１５].在财政

赤字的传导机制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通过政府支出的形式直接影响了社会总需求,还通过政府

支出的乘数效应影响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分别表现为财政赤字的直接传导路径与间接传导路

径[１６].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经济运行参数来调控经济运行,在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时

促进了经济发展.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宏观上影响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是

通过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转化而来的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实现的.在财政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政策

调控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工具对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及其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并通过政府收支的直

接传导机制与其乘数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社会需求和供给,进而通过经济运行参数变化来引导、
影响居民和企业行为的过程[８].在调控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消费和政府投

资等政策工具影响了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形成了有效的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在特定产品市场转

化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形成了在产品市场中企业的市场机会;企业在产品市场中通过向市场提供产

品或劳务,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企业产品市场销售与营业收入,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表现为拉

动效应[１４].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进行转移支付、政府消费与投资,需要向社会筹集资金,这增加了货

币需求,在资本市场中与居民和企业形成对资金的竞争关系,在居民储蓄与货币供应给定的情况下,
其结果必然是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降低与融资成本的增加,这既可能通过投融资渠道直接影响企业价

值,也可能通过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减少的方式,降低社会有效需求,进而通过产品市场机制间接影

响企业价值,表现为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否发生以及挤出效应的大小,不仅与政府赤字需要的融资

规模与方式有关,还与社会可支配闲置资金的规模以及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关.在开放经济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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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贸易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１７].对企业而言,社会总需求与财政融资所激发的产品市场需求

以及资本市场供给是难以改变的,是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机会与约束.其中,来自产品市场的需求给企

业提供了机会,影响企业市场销售机会的多寡和大小,理论上应该会促进企业价值增加,表现为财政

政策在企业价值增加方面的拉动效应;来自资本市场的供给约束限制了企业发展,影响企业能够把握

的市场机会的多寡和大小以及把握市场机会的成本,理论上会降低企业价值,表现为财政政策在企业

价值增加方面的挤出效应.另外,财政政策,特别是政府在医疗与教育等社会性支出以及在国防、基
础设施与公共智力方面的支出,能够有效提高社会劳动力的供给与生产效率以及要素(主要指资本与

劳动之外的其他经济资源)供给与要素生产率[１２],从而在社会供给维度上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影响,
进而表现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综合来看,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路径有三条:(１)财政政策→社会总

需求→企业产品需求→产品销售→企业经营→企业价值;(２)财政政策→资金供求→资金额度、利率、
汇率与通货膨胀率→资本约束→企业经营→企业价值;(３)财政政策→社会总供给→企业要素供给→
要素约束→企业经营→企业价值.基于上述认识,文中构建了如图１所示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财政

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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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作用机制

　　在图１所示框架中,有三个维度:需求管理维度、财政融资维度和供给管理维度.在需求管理维

度上,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四种政策工具的运用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盈利与企业

产品需求产生影响,在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构成社会总需求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政策工具乘数效应

产生社会总需求的间接传导机制作用下,社会总需求被影响,进而影响产品市场中的具体需求以及企

业经营面临的市场机会,这构成了需求维度上的传导机制.在财政融资维度上,为了使用财政政策工

具,政府向社会筹集资金,增加了货币需求,在货币政策影响下资本市场中的利率、汇率与通货膨胀率

等被影响,进而企业融资可得性、成本与投资预期等被影响,表现为财政融资角度上的传导机制.在

供给管理维度上,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四种政策工具的运用对劳动的有效供给与生

产率、非劳动和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有效供给与生产率产生影响,进而通过要素供给的方式影响企业的

微观行为,影响企业价值,表现为供给维度上的传导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供给维度上财政政策

的影响效应是一种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较短窗口期间其影响效应相对有限.因此,本文将主要沿着

需求管理与财政融资两个维度来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本文首先在需求管理维度上分析财政政策给

予企业的市场机会,然后在财政融资维度上分析企业使用市场机会受到的约束,最后综合两个维度来

分析企业捕捉和利用政策性市场机会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差异.

三、假设提出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拉动效应,也存在挤出效应.在微观企业层面上,扩张性财政

政策也存在拉动和挤出效应.在拉动效应方面,如图１需求管理维度所示.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

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提供公共产品,不仅可以通过向社会购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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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的方式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与投资及其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消费与投资

的增加,进而间接增加社会需求[１８].结合来看,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可以扩大居民和企业

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增加企业产品的销售,实现企业价值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够增加企

业价值,本质上依赖财政政策工具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拉动作用.在挤出效应方面,如图１财政

融资维度所示.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要为政府消费和投资等各种活动进行融资,导致政

府部门与民间部门对资金这一经济资源形成竞争[１９].当财政融资需求大于社会资金供给时,政府与

企业在融资方面的竞争,可能引发利率上升、企业信贷资源减少、企业融资约束增加,进而导致企业投

资减少、经营成本增加,表现为企业层面的挤出效应.理论上,微观层面的拉动和挤出效应还会受到

货币政策和贸易收支等因素的影响.货币供给量会从总量上影响财政政策的宏观和微观拉动与挤出

效应,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从“信贷”与“利率”两个路径上影响财政政策的拉动与挤出效应[１２].汇

率和通货膨胀率也会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渠道影响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
在宏观上,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总效应是拉动效应与挤出效应平衡的结果.微观上扩张性财政政

策对企业价值的总效应也是财政政策在产品市场上拉动效应与资本市场上挤出效应平衡的结果.有

关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研究已经证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总
体上表现为拉动效应.由前文分析可知,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拉动效应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中,是
通过宏观经济的需求扩张实现的;而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中,挤出效应的发生并非必然,主
要取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过去１６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广义货币供

应量 M２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１３％以上.据此,基于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与货币政策实践可推

断,在微观企业层面上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促进企业产品销售增长、促进企业投资,表现为相对较大的

拉动效应与相对有限的挤出效应,总体上体现为拉动效应,表现为财政政策扩张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

的正向相关关系.本文后续分析假定上述逻辑合理,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促进企业价值增加为

基础.
财政政策构成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在产品市场给予企业机会,在资本市场对企业形成约束.

如图１所示,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社会需求,社会需求

反映在产品市场则成为政府、居民与企业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政府、居民和其他企业对产品与

服务的需求形成了企业的市场机会.在面对上述机会与约束时,不同经营特质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

机和应对策略,最终呈现为不同的价值创造效应.首先,财政政策激发的市场需求是政策刺激而产生

的、非市场源发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突然性的、短暂性的、不可持续的.其次,具有

不同产品特质的企业,对这种持续性相对较弱的市场机会具有不同的应对动机和能力,对具有较低销

售增长率的企业而言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因为市场表现相对较弱,企业面临更多压力,当
面对这种政策性市场机会时,它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捕捉这个机会,对这种市场机会表现出更强的敏

感性;第二,在市场需求来临时,若企业库存相对较多,机器设备闲置情况较多,企业响应需求的速度

会更快,价值增加效应也比较明显.对具有较高销售增长率的企业而言,情况则刚刚相反:第一,因为

企业的市场源发性销售增长率较高,企业对突发的、持续性较低的市场需求具有较低的依赖性,满足

该市场需求的动机相对较低,企业对该市场需求的敏感性较低;第二,企业产品销售状况良好,企业产

品库存情况与资产利用情况相对较好,即便企业准备满足这种突发性的需求,企业也相对要付出更多

的时间与投入进行准备,如生产满足需求的产品与建设销售渠道等,同时,企业还将面临着更高的机

会成本.综合来看,当财政政策所激发的市场机会来临时,无论是企业对市场机会的依赖性以及占有

机会的积极性还是应对策略的便利性方面,产品销售增长率较低企业都具有优势,其结果是该类企业

能够更加敏锐地觉察到市场机会、积极主动地去捕捉并以较高产出满足需求,从而表现为企业产品销

售的增加、营业收入的提高与企业价值的提升.据此,提出假设:

H１:对销售增长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拉动效应更加显著.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创造的市场机会面前,不同企业之间不仅存在机会敏感性与积极主动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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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差异,还存在利用机会能力方面的差异.当财政政策激发的市场机会来临时,企业需要产品供给

与市场销售两个步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产品供给环节中,企业需要采购原材料与雇佣工人甚至

需要进行新的投资来生产和供应产品,需要资金支持;在市场销售环节中,企业可能需要营销活动,建
立销售渠道,这同样需要资金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经营现金流水平较高的企业具有优势.一方面,
企业现金流较好,企业通过产品供给和市场销售活动响应市场需求的速度和能力相对较高;另一方

面,企业现金流较高,对外部资金需求规模以及依赖性相对较小,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总体上融资约束

相对较小,面对市场机会时企业利用机会的能力更强.可见,经营现金流水平较高的企业,无论在产

品供给还是市场销售环节都占据优势,整体上表现为对市场机会把握能力更强,在产品销售满足市场

需求的同时,企业营业收入得到提高,企业价值得到提升.据此,提出假设:

H２:对经营现金流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拉动效应更加显著.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的市场需求面前,当企业捕捉到市场机会,并且利用市场机会增加产品销

售后,不同特质企业所产生的价值效应有所不同.同样的市场机会对有些企业而言是“雪中送炭”,而
对有些企业则是“锦上添花”.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雪中送炭”效应更显著还是“锦上添花”效应

更大呢?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的是企业利用净资产创造业绩的能力,从企业整体来看代表企业价值创

造能力,从资产角度来看代表企业对资产的利用程度.从上文分析可知,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

的增加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增加企业产品销售而实现价值增加.在企业净资产确定

的情况下,产品销售增加本质上就是对资产利用程度的提高.换句话说,同等净资产条件下实现更多

产品销售与营业收入,预示着更高的资产利用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资产利用程度较低的企业而

言,财政政策是“雪中送炭”;对资产利用程度较高企业而言,财政政策是“锦上添花”.理论上,财政政

策的“雪中送炭”效应要强于“锦上添花”效应.从财政政策影响企业价值的机制角度来看,面对财政

政策激发的市场需求,净资产收益率低、资产利用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因为企

业资产利用程度较低,企业有压力寻找更多机会,表现为企业对外部市场机会更加敏感以及更多的依

赖性,从而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利用政策性市场机会;第二,企业资产利用程度较低,可能原因是企业产

能过剩较严重,市场销售情况相对较差,或机器设备闲置情况较严重,政策性市场需求能够更好地帮

助此类企业消化库存、更有效地利用机器设备,提高企业资产利用效率,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价值.
而净资产收益率较高、资产利用程度较高的企业,则恰恰相反,具有两个方面的劣势:首先,企业资产

利用程度较高,市场销售较好,企业寻找政策性市场机会的动机不强,即使企业注意到机会也不一定

有较强意愿去捕捉该机会;其次,企业资产利用程度较高,企业产能过剩相对较少,库存较少,机器设

备闲置的情况不严重,政策性市场机会通过产品销售消化库存、提高机器设备利用率以及提升资产利

用程度带来的价值相对较小,表现为财政政策带来的企业产品销售增加所产生的价值相对较小,财政

政策的企业价值增加效应相对有限.另外,从宏观效应来看,财政政策实施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
一种相对市场效率更低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利用财政政策的市场机会,本质上是企业参与了一种

效率相对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投入产出效率与市场源发而导致的投入产出效率相比较低,边际价值

创造能力相对较小.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见,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对资产利用程

度较弱的企业而言帮助更大,带来的经济价值更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３:对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拉动效应更加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选自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沪深交易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剔除金融行业、ST/PT或退

市以及数据有缺失的样本,共得到１３６６５个观测值.其中,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

研究数据库,财政收入与支出、货币发行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等省级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

站.在分析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与省级经济数据通过上市公司所处省域名称进行关联,为了避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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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影响对模型中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１％的缩尾处理,数据处理与分析在Stata１３．０中完成.
(二)关键变量定义

１．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反映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

赤字率是财政赤字与 GDP的比值,反映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本文借鉴许雄奇、张宗益和康继

军(２００６)的方法[２０],利用省域财政收支数据,构建了经CPI调整的年度—省财政赤字率,用以衡量不

同年度不同省份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

２．货币增长率.文中用广义货币供应量 M２的增长量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情况,用GDP对 M２增长量进行标准化的原因来自两方面:随着GDP的增长,经济增长内生需要 M２
增长;M２增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文中也借鉴靳庆鲁、孔祥和侯青川(２０１２)的方法[３],用当期 M２
相对上期 M２的增长量除以上期 M２的方法计算了货币增长率,用作稳健性测试.

(三)检验模型

参考杜兴强、曾泉和杜颖洁(２０１１)的研究[２１],文中构建了模型(１)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用以验证假设 H１、H２和 H３.

tobinit＝β０＋β１defctit－１＋β２defctit－１∗grwit＋β３defctit－１∗ocfit＋β４defctit－１∗roeit＋

β５sizeit＋β６levit＋β７grwit＋β８ocfit＋β９roeit＋β１０shrtit＋β１１shrzit＋β１２mshrit＋

β１３dualit＋β１４soeit＋β１５bdszit＋β１６bdindtit＋β１７m２git＋β１８gdpit＋∑year＋
∑indr＋εit

其中,tobin代表企业价值,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defct是企业所处地区t－１
期的财政赤字率,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grw 为产品销售增长率,衡量企业在同年度同行业

中的相对市场竞争力以及相对成长速度,参考陆正飞和韩非池(２０１３)的方法而计算[２２];ocf为企业经

营现金流,等于年末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占年末营业收入的比重;roe为净资产收益率百分比,是企

业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defct∗grw 为财政赤字率与销售增长率的交互项,考察财政政策对不同

销售增长率企业的影响差异,用以检验假设 H１的效应,预计其系数显著为负;defct∗ocf为财政赤字

率与经营现金流的交互项,考察财政政策在不同经营现金流企业之间的影响差异,用以检验假设

H２,预计其系数显著为正;defct∗roe为财政赤字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交互项,考察财政政策对不同

资产利用程度企业的影响差异,用以检验假设 H３,预计其系数显著为负.模型还控制了以下变量:

size为公司规模,等于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为财务杠杆百分数;shrt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率;shrz为股权制衡度;mshr为管理层持股比例;bdsz为董事会规模;bdindt为独立董事比例;m２g
为货币增长率;gdp为 GDP增长率;soe为股权性质,１表示国有控股企业,其他性质企业为０.另外,
模型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shrz为股权制衡度,是第２至第５大股东持

股比例总和与第１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企业价值tobin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１．７１和１．３６,均
值略高于中位数,数据分布呈现略微右偏,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特征;财政赤字率defct的均值和中位

数分别为０．０６４和０．０３７,标准差为０．０５７,表明在样本期间政府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同省域年

度间财政赤字水平差异比较明显,这为研究财政政策的微观企业效应提供了可能.
(二)多元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时,将模型中连续变量去中心化处理后,代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表２所示.
在表２栏(１)~(４)中,财政赤字率defct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财政赤字整体

上会增加企业价值,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微观企业层面上表现为拉动效应,与本文的基础假设一致.在

栏(２)~(４)中,财政赤字率与销售增长率交互项defct∗grw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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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主要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描述 观测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obin 企业价值 TobinQ １３６６５ １．７１０ １．３６０ ０．９４８ ０．８３４ ６．１０２
defct 财政赤字率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９ ０．２７２
size 公司规模 １３６６５ ２１．７０５ ２１．５５３ １．１８７ １９．２４２ ２５．３３８
lev 财务杠杆 １３６６５ ０．４９０ ０．５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０ ０．９６６
grw 销售增长率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８ ０．８０４ －１．９３４ ４．０６７
ocf 经营现金流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０ －０．２１４ ０．２６７
roe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８ －０．９４２ ０．４０９
shr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１３６６５ ３８．４８５ ３６．７７４ １５．８６４ ９．８９６ ７５．９９２
shrz 股权制衡度 １３６６５ ０．５４９ ０．３７６ ０．５２９ ０．０１０ ２．４３６
mshr 管理层持股比例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１
dual 两职相兼否,相兼为１,否则为０ １３６６５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soe 股权性质,国企为１,非国企为０ １３６６５ ０．６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bdsz 董事会规模 １３６６５ ３．０３１ ３．０００ ０．３０８ ２．２３６ ３．８７３
bdindt 独立董事比例 １３６６５ ０．３５９ ０．３３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６
m２g 标准化的货币增长率 １３６６５ ３．２８９ ２．２７６ ４．１８６ ０．６９３ ２９．１０９

　表２ 企业经营特质对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１) (２) (３) (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defct １．５８５∗∗∗ ３．４０６ １．５９５∗∗∗ ３．５０９ １．６４３∗∗∗ ３．５５０ １．６６５∗∗∗ ３．５６４
defct∗grw －０．３１２∗∗∗ －３．１９４ －０．３３６∗∗∗ －３．７９３ －０．２８８∗∗∗ －３．３５４
defct∗ocf ３．３５３∗∗∗ ２．８７９ ３．７５８∗∗∗ ３．４５０
defct∗roe －１．３８５∗∗ －２．５５４
size －０．５９０∗∗∗ －８．４４６ －０．５８８∗∗∗ －８．４０９ －０．５８７∗∗∗ －８．４２８ －０．５８５∗∗∗ －８．４３５
lev ０．０９８ １．１０１ ０．０９２ １．０４８ ０．０９１ １．０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９９３
grw ０．０２６∗∗ ２．３８６ ０．０３０∗∗∗ ３．１００ ０．０３０∗∗∗ ３．１０５ ０．０２９∗∗∗ ２．９９５
ocf ０．５０２∗∗∗ ４．０１５ ０．５０４∗∗∗ ４．０５６ ０．５０９∗∗∗ ３．９０１ ０．５０７∗∗∗ ３．８５４
roe ０．４４１∗∗∗ ６．１９８ ０．４４４∗∗∗ ６．２６２ ０．４４１∗∗∗ ６．２６１ ０．４６０∗∗∗ ５．７９１
soe －０．１２４∗∗∗ －５．１８４ －０．１２５∗∗∗ －５．３４０ －０．１２５∗∗∗ －５．２６７ －０．１２６∗∗∗ －５．４５５
m２g ０．０１７∗∗∗ ３．３２５ ０．０１６∗∗∗ ３．１４８ ０．０１４∗∗∗ ２．６７８ ０．０１５∗∗∗ ２．６１１
截距 ０．７５９∗∗∗ ７．５５９ ０．７６４∗∗∗ ７．６２６ ０．７５５∗∗∗ ７．３５２ ０．７６３∗∗∗ ７．８４９
controls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度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４
样本数 １３６６５ １３６６５ １３６６５ １３６６５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３．栏(２)~(４)分别展示销售增长率、经
营现金流与净资产收益率对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

企业产品销售增长率越高,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增加效应越弱,产品销售增长率较差的企业

从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得益更多,从而验证了假设 H１,表明当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时,企业有更

强烈的动机去利用财政政策给予的市场机会.在栏(３)和栏(４)中,财政赤字率与企业经营现金流交

互项defct∗ocf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经营现金流水平越高,扩张性财政政策

带来的价值增加效应越大,验证了假设 H２,表明现金流更好的企业把握财政政策机会的能力更强.
在栏(４)中,财政赤字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交互项defct∗roe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

业利用资产程度或配置资源能力越低,“雪中送炭”效应越显著,扩张性财政政策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增

加效应越大,验证了假设 H３,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资产利用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更大的价值增加

效应.从控制变量角度看,栏(１)~(４)中货币增长率 m２g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宽

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价值增加,与靳庆鲁、孔祥和侯青川(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一致,与祝继高和陆正

飞(２００９)以及饶品贵和姜国华(２０１３)的研究结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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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分析:股权性质与地区差异的影响

(一)国企与非国企经营特质调节作用的差异分析

在图１分析框架中,财政政策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增

加→社会总需求增加→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企业产品销售增加→企业价值增加.前四步,是财政政

策扩大社会需求、形成产品市场需求的过程;后两步,是企业捕捉市场需求、占有市场机会以及利用市

场机会的过程.财政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两步.在上文中,产品销售增长率与

经营现金流对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是企业面对市场机会行动差异方面的表现,净资产收

益率的调节作用是产品销售给企业带来多大经济价值方面的表现.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股权性

质存在差异,导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占有和利用经济资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占有经济资

源方面,国有企业拥有先天优势,不仅拥有良好的政商关系[２３],还在政策利用、税收优惠、信贷获取、
市场机会和政府支持以及其他经济资源占有方面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在利用经济资源方面,国有

企业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国有企业在市场敏感性、市场主动性以及努力程度方面表现相对

迟缓,在经济资源充分利用方面动力不足,结果是国有企业利用经济资源的效率相对较低.国有企业

与非国有企业在占有和利用经济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当财政政策激发的市场需求来临时两者在捕

捉市场机会以及利用市场机会所产生的价值效应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上:
一是样本组内,国企或非国企间企业经营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二是样本组间,同一经营特质(如销售增

长率)的调节作用在国企与非国企间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为了检验上述两个维度差异的存在性,依据

股权性质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代入模型(１)分析,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３中.
　表３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经营特质调节作用的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defct ２．００７∗∗∗ ３．２０６ ２．０４２∗∗∗ ３．２４７ ０．６０６ ０．８０１ ０．７３７ ０．８５３
defct∗grw －０．２１２∗ －１．９４７ －０．５３９∗∗ －２．５４０
defct∗ocf ２．２２９∗∗ ２．５６９ ４．１４９∗ １．７４９
defct∗roe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７ －４．９８０∗∗∗ －４．０４０
size －０．４８５∗∗∗ －７．００１ －０．４８３∗∗∗ －７．０３６ －０．７３１∗∗∗ －１０．７５０ －０．７２３∗∗∗ －１０．４６６
lev －０．１４６∗ －１．８７３ －０．１５０∗∗ －１．９７６ ０．５８３∗∗∗ ３．７２９ ０．５５８∗∗∗ ３．５４１
grw ０．０２２∗∗∗ ２．６６１ ０．０２５∗∗∗ ３．４７４ ０．０４２∗∗ ２．０７１ ０．０４１∗∗ ２．３３９
ocf ０．３９７∗∗∗ ３．８４５ ０．３９３∗∗∗ ３．８３０ ０．５５３∗∗ ２．１０７ ０．５８２∗∗ ２．２４８
roe ０．３５１∗∗∗ ５．０９５ ０．３５１∗∗∗ ４．７３１ ０．５５３∗∗∗ ４．６５１ ０．５７５∗∗∗ ４．６６３
m２g ０．０１３∗ １．７７６ ０．０１２ １．５３５ ０．０２７∗∗∗ ３．３３４ ０．０２６∗∗∗ ３．２９０
截距 ０．６８４∗∗∗ ６．４３６ ０．６７７∗∗∗ ６．１４９ ０．６４６∗ １．７０７ ０．６５０∗ １．７５６
controls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度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４４７ ０．４４８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７
样本数 ８９１３ ８９１３ ４７５２ ４７５２
(２)defct∗grw－(４)defct∗grw＝０ 卡方＝０．７９０(０．３７３５)
(２)defct∗ocf－(４)defct∗ocf＝０ 　卡方＝３．５７０(０．０５８７)∗∗

(２)defct∗roe－(４)defct∗roe＝０ 　卡方＝５．６１０(０．０１７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３．栏(１)和(２)展示国有企业样本组的回
归结果,栏(３)和(４)展示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的回归结果.

　　在表３栏(１)和(２)中defct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而栏(３)和(４)中defct的系数不显著,说
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价值,对非国有企业的价值增加效应并不明显,揭示了现有

财政政策实施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价值增加效应也更显著.由上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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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推断:(１)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产品销售增长率越低,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增加效

应越显著;(２)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销售增长率对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调节方面的差异应不

显著.表３栏(２)和(４)中defct∗grw的系数分别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推断(１),
说明假设 H１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仍然成立;两栏中defct∗grw的系数联合卡方检验

结果未发现两者具有显著差异,说明推断(２)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当企业利用财政政策激发的市

场机会时,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水平越高,其在产品销售环节和产品供给环节所受到的资金约束越低,
响应市场需求的速度越快,企业通过产品销售满足市场需求的可能性越大,企业的价值创造效应越显

著.据此推断:(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经营现金流水平越高,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增

加效应越显著.
在栏(２)和(４)中,defct∗ocf的系数分别在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营现金流在国

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均显著放大了财政政策的企业价值增加效应,验证了推断(３),说明假设

H２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仍然成立.栏(２)和(４)中defct∗ocf的系数卡方检验结果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企业因为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导致国有企业中经营现金流的调节作用要

强于非国有企业中的调节作用.在政策激发市场需求以及影响企业价值方面,财政政策本质上是政

府通过“有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相比,它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低的

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某种“扭曲”,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率挤出效应,其对资源配置能力较

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具体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资

源配置能力方面存在缺陷,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而非国有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以及把

握机会能力更强,其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因此可推断:(４)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资产利用程度或资

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栏(４)中defct∗roe的系数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栏(２)中defct∗roe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且栏(２)和(４)中defct∗roe的系数卡方检

验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政策创造的市场机会显著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边际价值创造效

应,但并未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的边际价值创造效应,两者降低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推断(４)具有可

信度.
上述结果表明,在财政政策的影响效应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的价值增

加,虽然整体上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价值增加效应不显著,但是对于不同经营特质的非国有企业,财政

政策还是具有不同的价值效应.在调节作用方面,销售增长率的负向调节作用、经营现金流的正向调

节作用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存在;而国有企业样本中仅销售增

长率的负向调节作用、经营现金流的正向调节作用存在.这些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更

多的市场机会给予了国有企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而非国有企业的财政政策效应主要是

乘数效应所激发的进一步市场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样本组间维度的分析表明:在面对财政政策

带来的市场机会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于政策性市场机会的依赖性并无显著差异;在利用市场

机会方面,融资约束降低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价值表现,但是国有企业因为市场机会更多,如
果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则价值增加效应会更弱,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在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财政政策并未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的边际价值创造效应,却会显著降低

非国有企业的边际价值创造效应,这说明财政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
(二)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特质调节作用的差异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东部沿海到内陆地区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
从区域间比较来看,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经济整体欠发达,初
始资本存量不高,市场需求不足,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较大,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较高,财
政政策的拉动效应表现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一方面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更

强,市场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更低,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市场配置

资源的效率较高,财政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所产生的资源扭曲配置效应相对较大,表现为财政政策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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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的挤出效应更大.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在东部地区财政政策整体效应究竟是拉动效应还是挤

出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总体上可能是较小程度的拉动效应,或是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
也可能是两者水平相当而导致效应不显著.为了分析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企业经营特质

的调节作用在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依据企业所处省份将样本分为中西部和东部两组,分别

代入模型(１)中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特质调节作用的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defct １．１４０∗∗ ２．５２６ １．１５１∗∗∗ ２．６６０ －３．６３７∗ －１．９０６ －３．７１８∗∗ －２．０７２
defct∗grw －０．２９７∗∗∗ －３．２６５ －１．１４０ －０．８９９
defct∗ocf －０．９２４ －０．８１９ －２７．８０６∗ －１．８７０
defct∗roe －０．７７７ －１．００３ －７．９９１ －１．１２３
size －０．６５２∗∗∗ －８．８７０ －０．６４６∗∗∗ －８．９４６ －０．５１１∗∗∗ －６．３８７ －０．５１２∗∗∗ －６．４５４
lev ０．１２６ １．１５６ ０．１１９ １．１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４
grw ０．０１８ １．５３５ ０．０３４∗∗∗ ３．０１８ ０．０３７∗∗∗ ２．８５５ －０．０１１ －０．２１７
ocf ０．８２０∗∗∗ ５．１２８ ０．８６４∗∗∗ ４．７８９ ０．２１１∗ １．７０７ －０．９５３ －１．４９４
roe ０．３８２∗∗∗ ５．８９７ ０．４１４∗∗∗ ４．７１０ ０．５３２∗∗∗ ６．６５２ ０．２０６ ０．６０２
soe －０．０９７∗∗ －２．０８２ －０．０９８∗∗ －２．１２８ －０．１４４∗∗∗ －６．９０４ －０．１５１∗∗∗ －７．５２０
m２g ０．００９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９ １．４６８ －０．０４６∗ －１．８５４ －０．０４５ －１．８７９∗

截距 ０．７９９∗∗∗ ５．４０４ ０．８３０∗∗∗ ５．８２４ １．０８５∗∗∗ ７．０８０ １．０８７∗∗∗ ７．３１４
controls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度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６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样本数 ６４８１ ６４８１ ７１８４ ７１８４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３．栏(１)和(２)展示中西部地区样本组的
回归结果,栏(３)和(４)展示东部地区样本组的回归结果.

　　在中西部地区,表４栏(１)和(２)中defc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总体上表现

为拉动效应.宏观上,中西部地区中政府消费和投资等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财政政

策导致的市场需求在整个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相对较大.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依靠政府消费和投资

而生存的企业比重相对较大,企业对政策性市场机会关注程度更高,企业利用政策性市场机会的动机

更强.当政策性市场机会来临时,依赖政策性需求程度较高、依赖市场需求程度较低的企业将得到更

多的价值增加;依赖政策性需求程度较低、依赖市场需求程度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挤出效应.当

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越高时,财政融资对居民储蓄的挤出效应更明显,对企业投资的挤出

效应更显著,导致市场源发性需求降低程度更高,进而表现为更少的价值增加效应.两方面结合起来

可推断,在中西部地区如果企业的市场源发性产品销售情况越好,越容易受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

出,表现为销售增长率对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正向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表４中栏(２)defct∗
grw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上述推断.结合栏(１)和栏(２)中defct与defct∗grw系数的符号与显

著性可发现,在中西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增加了企业价值,但依赖市场源发性需求而发展

更好的企业受到财政政策的排挤程度更大,说明财政政策在增加微观企业价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观察中西部地区的融资约束与资产利用程度的调节作用发现,栏(２)
中defct∗ocf和defct∗roe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中西部地区企业更加缺乏的是市场需求,融资约

束和资产利用或产能过剩问题相对次之.
在东部,表４栏(３)和(４)中defc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总体上表现为挤出

效应.在宏观上,东部地区扩张性财政政策所激发的市场需求占整个社会总需求的比重相对较低,财
政政策的拉动效应较小;财政支出在产品市场中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扭曲,财政融资在资本市场中通

过资金的低效使用产生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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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配置资源能力相对较强,当财政政策扩张程度增加时,拉动效应相对较小,而挤出效应相对较明显.
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企业自身发展能力较好,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较强,在发展过程中对财政政策的

依赖性和敏感度较低,企业对政策性市场机会依赖较小,企业资产的利用程度主要依赖于市场需求.
理论上,在市场机会和资产利用方面财政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应该较小或不显著.然而,当政府实施扩

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与企业对资金形成竞争关系,在融资可得性与利率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在

融资约束和社会总需求两方面的挤出效应.在表４栏(４)中,defct∗ocf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

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资本市场中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价值;结合栏(４)中defct的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在东部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在资本市场上对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还在其他方面

(如市场需求)对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栏(４)中defct∗grw以及defct∗roe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在东部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利用方面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

比较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效应来看,栏(１)中西部地区defct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栏(３)东部地

区该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增加企业价值、拉动经济增长的作

用,在东部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有效增加企业价值,反而在企业微观层面上产生了挤出效

应.栏(２)中西部地区defct∗grw的系数显著为负,栏(４)东部地区该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扩张

性财政政策在市场需求方面挤出了源发性市场需求,但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挤出效应在弱

化.栏(２)中西部地区defct∗ocf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栏(４)东部地区该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财政

融资在资本市场对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而且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上升挤出效应越显著.栏(２)中
西部和栏(４)东部地区defct∗roe的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地区分组并未将财政政策的资产利用

或资源配置效应分离出来,表明产能利用有效性问题并非中西部或东部特有的问题,而是在中西部和

东部都存在,也许是行业间或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
(三)稳健性分析与检验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测试:

１．财政赤字率的衡量.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与货币增长具有相关性,而且模型中已经控制了货

币增长因素,因此剔除 CPI因素重新计算财政赤字率,将其代入模型分析,未发现结论有实质性

改变.

２．货币增长率的衡量.采用广义货币量 M２的同比增长率来代替货币增长率,代入模型重新分

析,未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和其他重要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发生变化.

３．样本区间变化.将样本区间缩短到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未发现结论有实质性改变.

４．行业分类变化.本文还依据行业代码的第１位和第１到第３位分别对行业进行分类,代入重

新分析未发现结论有实质性改变.

５．控制变量调整.在模型中剔除国内生产总值 GDP和货币增长率 m２g,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将
模型中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如管理层持股 mshr、董事规模bdsz、独立董事比例bdindt从模型中剔除,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均未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和其他重要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发生变化.

６．模型分析方法方面.在分析时,还分别对年度、公司与行业维度进行了 Cluster处理,也运用

DriscollＧKraay方法对估计值的标准差进行了调整,还采用FamaＧMacBeth两阶段法对模型进行了估

计,均未发现结论有实质性改变.查看回归结果的 VIF,未发现模型存在严重共线性.

七、研究总结与启示

首先,本文将财政政策看作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借助财政经济学理论从需求管理、财政

融资与供给管理三个角度建立了财政政策影响企业经营与价值创造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本文将企

业面临的政策环境设置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和财政融资角度分析了扩张性财政

政策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企业产品市场需求,进而通过产品销售发挥拉动效应、通过融资约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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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从企业对财政政策所

激发的市场机会的依赖性、利用性及其边际价值效应角度分析了销售增长率、经营现金流和净资产收

益率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并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及其所在省域的财政收支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进一步,本文还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考察了两类企业在占有和利用经济资源方面

的差异在财政政策影响企业价值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同时按照企业所在省域将样本分为中西部地

区和东部地区两组,考察了两类地区中企业经营特质差异在调节作用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对于产

品销售增长率较低、经营现金流更好、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更加显著,企业

价值的增加效应更明显.在股权性质的影响差异分析中发现,财政政策对国有企业的价值增加效应

更为显著,而企业经营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则典型发生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国有企业样本中,除销售

增长率和经营现金流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外,净资产收益率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在地区差异的影

响分析中发现,中西部地区中财政政策对企业价值的作用体现为促进作用,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拉动效

应;而在东部地区中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和意义有:第一,在需求管理维度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社会总需求的

同时,对市场源发性需求产生挤出作用,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挤出效应不断弱化.第二,在
财政融资维度上,财政融资会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出效应.第三,扩张性财

政政策的最终价值效应是财政政策在产品市场中的拉动效应与资本市场中的挤出效应平衡的结果;
当拉动效应强于挤出效应时总体表现为拉动效应,否则为挤出效应.第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价值拉

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经营异质性对财政政策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典型发生在非国有

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存在部分调节作用.第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企业价值效应在不区分地区时总

体表现为拉动效应;区分地区后,中西部地区拉动效应依然显著存在,而东部地区显著表现为挤出效

应.该结论表明:(１)在经济疲软、有效需求不足时,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促进企业产品销售,提高资

产利用率,促进企业价值提升.(２)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时,财政融资会在资本市场降低财政政策

原有的价值增加效应;在财政政策实践中,应充分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期发挥财

政政策的效用.(３)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扩大居民和企业在产品市场的需求,能够拉动企业价值增

加,因此在中西部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其必要性;但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财政政策

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逐步增加,应逐步降低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在东部地区应谨慎使用扩张性

财政政策.(４)应该尽可能地提升财政政策使用的边际效应,减少其负面“扭曲”效应,适当提升非国

有企业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以期实现社会整体价值增加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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