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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工作坊$ 优秀论文选登

&编者按' 为培养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并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
学术新秀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
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0公共行政评论1 杂志联合发起并于*#)& 年) 月)& ')(

日成功举办了首届0公共行政评论1 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 此次盛会得到了学
界诸同仁的鼎力支持# 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 多所高校))# 多篇投稿$ 经过严
格& 规范的遴选# 最终选出了)#篇优秀论文# 并邀请相关资深学者& 期刊编辑
与这些优秀论文的作者参与了此次盛会$ 为展示此一盛会所取得的成绩# 本刊
特开辟此栏目选登部分优秀论文#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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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温明月"

&摘要' 研究与开发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政府通过制定研发补贴政
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力争实现研发经费的倍增$ 问题在于' 政府研发补
贴政策是否达到其预期绩效, 为此# 论文建立*##(%*#)" 年)%$ 家制造业上市
公司的面板数据# 继而# 从微观层面分析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规模与连续性对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一# 从整体而言#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规模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第二# 政府研发补贴
规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呈现出
非显著的激励效应( 第三# 研发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有显
著的激励效应# 并对研发补贴规模产生的挤出效应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政府
研发补贴的连续性是补贴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研发补贴连续性!研发投入!挤出效应!激励效应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问题的提出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V56<@' )[%&- YU0152 bQ5̀177'

)[[*% ' 而构成实体经济主体的企业正是技术创新涌现的源泉$苏治( 徐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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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明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讲师& 博士后$ 本文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感谢马骏老师& 侯一麟老师在作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给予的悉心指导# 感谢牛美丽老师&

黄严老师提出的指导性修改意见$ 本文曾提交首届0公共行政评论1 杂志青年学者工作坊#

感谢朱春奎& 王秋石& 张琦等老师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项目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预算改革评估*

!)*OO]%+##)#" & 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资金项目!iNXQVN̂iHL*#)" '#$" & *#)& 年度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创新驱动与政府角色* !)&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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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与开发$V<9<.@/0 .2= ]<?<B5-6<27' Vb]% 则是企业技术创新的
核心根源' 也是直接影响国家创新能力构建的关键元素$_;@6.2 <7.B' *##*-

_.I<@bQ<9<2' *##+% +

然而' 由于研发活动存在失败的风险' 作为研发主体的企业为有效控制风
险而减少研发投入' 因此导致研发投入不足$Q577<2@57bM5-<9'><275' *#)+% +

纵使企业愿意承担研发风险' 也可能因为风险问题而影响其融资$N5B56I5

<7.Ba' *#)"% ' 从而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研发+ 此外' 部分企业承担基础研
究' 从长远而言' 虽然基础研究为社会带来巨大回报' 但是其产出的短期直接
经济价值不明显' 从而也导致缺乏出资人的支持$LB<<@' *#)#% + 总之' 企业
研发的风险管理是市场行为' 容易因为保守倾向导致研发投入不足+

企业研发支出存在溢出性质$Y@@5̀' )[&*% ' 且在知识驱动的新经济体系
更为明显$S.99<:' *##+ % + 由于市场失灵情况的存在' 使得企业的投入与其应
得的收益相差甚远+ 为此' 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以弥补其外部性及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 对此' 学界已达成共识$Y@@5̀' )[&*- S.99<:' *##+- Y<@79b

H/061=7' *##%- A.@125<7.Ba' *#)&% + 基于此理论' 多国政府已制定相关公共
政策支持国家创新' 主要包括教育与培训体系( 提供基础设施与完善的法律环
境(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等$K;<BB</bE577<B9I<@U0<' )[[(% + 其中' 研发补贴政
策是国家支持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财政方式之一$李春涛' *#)#% ' 且其规模和
影响日益凸显+ 但是' 由于科技资源的有限性' 因此需对政府的科技与创新的
投资进行效益分析$朱春奎' *#)"% + 最新的研究已表明' *##% 年的金融危机
爆发后' 德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手段之一' 就是增大政府研发补贴投入+ 该研发
补贴政策在*##[年便已成功激励德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同时' 引发一系列的
积极的连锁经济反应' 最终抵消#4$e K]E的下降$>@.;7d9/0 <7.Ba' *#)$ % +

换言之' 政府研发补贴是可以有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的' 实现企业研发支出的
倍增+

实际上' 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受制于众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 因此
其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N5@@<.<7.Ba' *#)"- ]1659bE;U0' *#)&% + 对于中
国政府如何安排及发放研发补贴' 已有研究显示! 由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
激励机制与约束条件以及研发资源的不同' 导致企业的创新效率出现差异$解
维敏' *##[- 李春涛' *#)#- 李泓桥( 邵海静' *#)*% + 因此' 所有制是影响该
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N051<7.Ba' *#))- 林泉' *#)#- 杨其静( 杨继东'

*#)#% + 相对于民营企业' 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特殊' 因此国有企业享有
一定程度的优先权' 更易获得政府的研发补贴$唐清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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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展示了)[[%&*#)"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研发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
比例情况' 其呈现出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 除*##+ 年' 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
中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均远高于民营企业+ )[[% 年' 国有企业的政府资金占研发
内部支出的比例为)"4&[e' 而民营企业仅为#4##(e+ 第二' 总体而言' 国有
企业的研发的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由)[[% 年的)"4&[e下降到*#)*

年的&4)[e+ 但事实上' 考虑到两类企业数量上的变化&&&国有企业数量减少'

民营企业数量增加' 因此国有企业的政府资金占研发内部支出的比例仍然高于
民营企业' *#)*年分别为&4)[e $国有企业% 与"4+e $民营企业% + 第三'

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大' 由)[[% 年的#4##(e上升到*#)* 年的
"4+e+ 图)则直观的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国有企业获得绝大部分的政府研
发补贴+ 问题在于' 与民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获得绝大部分的政府研发补贴'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目标是否现实. 即是否鼓励企业增大研发投入' 实现研发费
用的倍增. 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中国创新驱动的重要制度安排' 其激励效应一直
备受关注+

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研发的内部支出与政府资金规模及其比例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年
份

企业
个数

研发内
部支出
!万元"

政府资
金!万
元"

政府资
金占研
发内部
支出的
比例

企业
个数

民营企
研发内
部支出
!万元"

政府资
金!万
元"

政府资
金占研
发内部
支出的
比例

)[[% + )$* * "[+ *&+4% "*( &&[4$ )"4&[e *( &$ $$$ +&# #4##(e

)[[[ " ()" * +[) $"[4% " &%* +%+ )+4(%e +[ ""( "(4) ) *)( #4#"e

*### + ["+ " #&+ ))*4* * )&+ [&( (4#(e )[& [" [&)4% )# #)+ #4))e

*##) " %"& * +#) %&* )&& )*( &4[*e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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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 *$) + *)* $*[ )[[ +[% +4(+e * ["$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 $** "4$"e

*##[ %%% " "#[ %&( )+[ %)" +4$"e * [)( $ %*[ )+$ )[& $[+ "4"(e

*#)# %[* " [** %*"4" *[+ $%&4[ (4$)e " *)" + )*+ &$"4[ )*) #+[4& *4["e

*#)) ) **) + &(% "[+ *"" #(+ +4[%e )$ %)) [ ++# ##[ """ +#$ "4$"e

*#)* ) "#" $ &*# %)" "+% )[$ &4)[e *) )(% )* +&$ +*( +*" ")& "4+e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

图)!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研发的政府资金占内部支出比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因此'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从微观层面检验中国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政
策效应' 即研发补贴是否有助于激励企业增大研发投入. 有基于此' 本文将使
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控制企业所有制( 企业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与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
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 研发补贴的大部分资金主要流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并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获得的研发补贴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政府研
发补贴对规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但随着政府研发补贴
政策连续性的增加' 将有助于缓解研发补贴的挤出效应- 从所有制角度而言'

政府补贴政策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呈现出非显著性的激励效应+ 本文的贡献在于! 第一' 本文从微观层面'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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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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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发补贴规模以及政策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方面' 有效弥补
行业层面与区域层面分析所忽视企业微观的重要变量' 另一方面丰富了研发补
贴政策效应研究的理论视角' 完善现有创新理论+ 第二' 本文重点剖析了大型
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所带来的差异性影响' 这为中国的
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新的实证论据' 并在经验层面回应创新驱动的推进路径+

二( 文献综述

目前' 学界对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未达成共识$].?1=

<7.Ba' *###- Q.BB' *##*- O.PP<' *##*- ŝt1U.'g1/<27<<7.Ba' *#)+% ' 现有研
究结论主要分为两类&&& )激励效应* 与)挤出效应* + )激励效应* 是指企业
不仅把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全部用于研发' 并且同时增加企业研发的自筹资金+

)挤出效应* 指企业并未将政府研发补贴全部用于企业的研发' 而是将部分或全
部的研发补贴资金用于企业其他支出' 换言之' 政府研发补贴部分或全部替代
企业的自筹研发支出+

研究结论未达成共识原因如下' 首先' 潜在的选择偏差问题+ 戴维$E.;B

Ya].?1=% 等$].?1=' *### % 与柯莱特$S5@O.J5I LB<77<% 等$LB<77<<7.Ba'

*###% 指出早期的文献忽视了Vb]研发补贴存在的潜在的选择偏差问题+ 出现
选择性偏差的原因在于' 有较强研发能力的大企业更可能去申请政府的研发补
贴' 同时该类企业更容易成功地获得政府的研发补贴+ 所以' 仅以比较收到政
府研发补贴和未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为样本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Q;= b

Q;9912U<@' *#)$% + 其次' 制度对研发补贴效应的影响+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资源分配效应以及政府效率$K;5<7.Ba' *#)&% ' 因此不同国家的政府研发
补贴政策的效应存在异质性+ 第三' 采用的数据的时间滞后( 融资约束( Vb]

资金结构( 补贴额度( 补贴资金来源均影响了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 ŝt1U.'

g1/<27<<7.Ba' *#)+% +

在国外研究方面' 研究结论均未达成共识+ 第一' 从宏观层面' 鲁宾斯坦
$YBI<@7QaV;I<297<12% 等$V;I<297<12 <7.Ba' )[(( % 的研究发现' 虽然法国(

德国( 日本和英国的企业管理层对待政府研发补贴的看法不一致' 但是总体而
言他们认为政府研发补贴等政府行为实际上导致了创新产品市场化的滞后' 对
企业的创新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盖莱克$]56121l;<K;<BB</% 和波条斯博格斯
$>@;25?.2 E577<B9I<@U0<=<B.E577<@1<% $K;<BB</bE577<B9I<@U0<' *##"% 对)( 个
\ZN]成员国( 吴永红$X;' *##$% 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政府研发补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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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效应+ 第二' 从微观层面而言' 切鲁利$K15?.221N<@;BB1% 和波迪$>1.2/.

E57u% 通过对意大利的分析' 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大型企业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而对中小型企业有显著的部分挤出效应$N<@;BB1bE57u' *#)* % + 而柳乘勋
$ H<;2U'Q552 R55% $ R55' *##+ % ( 陶松万$ H55Ù.2 ]50 % 和金边宇
$>:;2UJ:; L16% $]50 bL16' *#)+% 对韩国的中小企业( 胡德$A.@712 Q;=%

和胡申格$L.7@12 Q;9912U<@% $Q;= bQ;9912U<@' *#)$% 对德国的中小企业的实
证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补贴有显著的正影响+ 除此之外' 也有研究采用微观的调
查数据' 如科扎尼特斯基$]1@J Nd.@217dJ1% 和洛佩斯'巴鲁$N12=:M5-<9'

><275% 对比利时( 德国( 卢森堡( 南非( 西班牙$Nd.@217dJ1bM5-<9'><275'

*#)*% 以及佛兰德斯$Nd.@217dJ1b M5-<9'><275' *#)" % ( 冈萨雷斯$i;B1.

K52dvB<d% 和帕佐$N529;<B5E.dw% $K52dvB<dbE.dw' *##%% 对德国的分析均验
证了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应+

在中国背景下分析中国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效用' 结论仍存在争议+ 第一'

从行业层面+ 朱平芳等$ 0̂; <7.Ba' *##&% ( 白俊红$*#))% 与王俊$*#)# %

利用行业数据分析' 认为政府研发补贴对行业Vb]支出有显著的补充效应+ 第
二' 从微观层面考察研发补贴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 陆国庆等
$*#)+% ( 陈玲和杨文辉$*#)&% 以上市公司为样本' 张杰等$*#)$% 与郭迪等
$K;5<7.Ba' *#)&% 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 认为研发投入起着显著的激励
效应+

上述文献均从政府研发补贴资金规模的角度分析研发补贴政策效益' 除此
之外' 有少量文献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其它不同维度进行分析+ 第一个维度
为获得研发补贴的频率+ 阿西霍夫$>1@U17Y9/005PP% 和杜盖特$Z66.2;<B

];U;<7% 认为收到过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再次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可能性比较
大$Y9/005PP' *##[- ];U;<7' *##+% + 阿西霍夫$Y9/005PP' *##[% 将收到政府
研发补贴历史分为三种操作方式! 没有收到' 首次收到' 以及经常性收到' 其
研究表明' 长期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公司会愿意加大对研发投入' 因为其稳定
地到政府研发补贴可以强化此类公司承担更大研发投入风险的愿意+ 而且' 对
于经常收到政府研发补贴与首次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公司而言' 政府研发补贴
均有激励效应+ 第二个维度为政府研发补贴的稳定性' 以研发补贴规模的方差
的形式作为测量标准$K;<BB</bE577<B9I<@U0<' )[[(- 朱平芳( 徐伟民- *##"-

徐晓雯' *##[% ' 并发现政策工具的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支出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Nd.@217dJ1<7.Ba' *#))% + 上述两种维度对政府研发补贴的研究进行了有效的推
进' 但是' 仅以三种方式$未收到( 首次收到以及经常收到% 并不能很好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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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逐年的政策连续性- 其次' 由于政府研发补贴以不同研发项目的方式进行资
金发放' 以方差的方式作为考察政策的稳定性的测量标准' 不能更准确地反应
出考察年份期间未收到以及再次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出现的断层+ 总之' 政府
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从理论到实证研究均存在争议' 仍需进
一步深入探讨+

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从微观层面' 探讨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与政府
研发补贴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以期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 政府研发
补贴的规模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何影响. 第二'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是否具有连
续性. 第三'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三(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诚然' 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众多' 政府研发补贴只是其中之一+ 换言
之' 其他因素也必然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研发投入' 例如对外开放( 外部融资的
可获得性等等$N;BB.bi;' *##$- M12 <7.Ba' *#)#% + 不过' 本文的研究目的
是仅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而不是系统研究影响研发投入
的各种因素+ 具体而言' 将政府研发补贴进一步细分为两个维度' 即政府研发
补贴的规模以及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是指企业所获得的
政府研发补贴金额+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是指企业是否每年都会连续获得政
府的研发补贴+

$一%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

由于企业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因此企业需承担一定程度的研发支出风险+

尤其对于资金相对紧张( 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Y@@5̀' )[&*% ' 其研
发支出行为更为谨慎+

企业生产是以市场为导向' 占有市场份额以及获取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目标+

因此' 为获取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政府研发补贴均有不同
的申请动机及资金需求+ 具体而言' 一是对处于成长期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而
言' 其自身对研发资金的需求较为强烈$L5U.' *##$% ' 因为政府研发补贴有助
于缓减企业的资本约束$_.BJ' *##+% ' 增加其承受风险的能力+ 二是对于规模
较大的企业而言' 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虽只占其研发支出的较小比例' 但企业
实际每年应交税费支出较大' 获得研发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税费支出'

间接地降低其研发成本+ 企业秉承占有市场份额的宗旨' 即使在未获得政府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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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补贴的情况下' 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仍会按原计划进行研发投入
$ H5<7<' )[([% + 三是政府研发补贴是企业获取其他融资方式的有效标志
$A<;B<6.2 bA.<9<2<1@<' *#)*- 陈玲( 杨文辉' *#)&% ' 有助于增大企业获得
其他外部融资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 在一定程度上' 企业申请政府研
发补贴是其对多渠道资金需求的应对工具' 当其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后' 并不必
然刺激其加大研发投入+

同样' 政府在分配研发补贴之前' 需掌握企业大量的研发活动的相关信息'

以甄别出亟需补贴的企业+ 然而' 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存在' 因此政府研发补贴
会出现错配现象+ 客观原因在于' 在筛选补贴企业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信息
不对称等情况' 从而使得研发补贴并没有给予亟需补贴的企业$安同良等'

*##[% + 主观原因在于政府为提高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与绩效' 相关部门在
分配政府研发补贴时' 对研发项目成功率较高的企业有一定的政策倾向$M./0'

*##*% + 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的存在' 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后' 并不必然追加
企业的研发投入预算+ 据此'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支出有负向影响' 即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
补贴越多' 则越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

$二%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由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的风险性与未知性'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研
发投入'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有助于缓解相应的风险性与未知性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 当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缺乏政策连续性时' 企业为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仍
会采取相对谨慎的研发投资态度+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并非完全是普惠性政策' 而非普惠性的研发补贴政策需
经过企业申请( 政府评估等一系列程序后' 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获得政府研发
补贴+ 因此'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连续性体现在企业是否连续申请及获得' 以
及政府是否连续向同一企业发放研发补贴' 即企业层面与政府层面+

从企业层面而言' 企业有持续申请研发补贴的强烈动机+ 首先' 政府研发
补贴可降低企业新进项目的风险+ 科研项目分为不同阶段' 尤其是对于基础研
究而言' 虽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 但由于其前期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
不明显而出现研究经费紧张$LB<<@' *#)# % + 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 企业不会
冒险实施探索性研发项目+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如果该研发项目获得政府的资
助的持续性越强' 政府资助力度越大' 企业会愿意加大研发投入$Y9/005PP'

*##[% + 其次' 企业在申请政府研发补贴的过程中' 需花费相应的费用' 即是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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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本+ 如果能够连续成功获得政府研发补贴' 相对于其他未申请成功或首次
申请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而言' 其申请成本相对较低$Y9/005PP' *##[% + 由于
企业有成功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经验' 因此该类企业再次成功获得政府研发补
贴的可能性较高+ 第三' 有强烈自主创新意识的企业' 其自身会加大研发投入'

在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 也强化其核心竞争力+ 当企业认为政府研发
补贴政策有一定连续性情况下' 为确保充足的研发经费' 该类企业会积极持续
地申请政府研发补贴' 同时会再追加其自身的研发投入' 进而增加其再次获得
政府研发补贴的可能性+ 由此' 已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会继续申请下一期
的政府研发补贴+

从政府层面而言' 曾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再次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可
能性较大$Q;9912U<@' *##%- K52dvB<dbE.dw' *##%% + 原因在于' 政府在筛选
研发补贴的对象时' 会采用选择战略' 相对于首次申请政府研发补贴和其他未
申请成功的企业而言' 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曾经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 由此可见'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确保并提高企业在来年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可能性+ 同
时' 对于与政府有密切联系并得悉政策的连续性的企业' 则会按照公共选择理
论的理性行动的理据来强化自身的配合行为' 在获得研发补贴后' 会在一定程
度上追加研发投入预算' 进而确保其连续获得研发补贴的可能性+ 据此' 基于
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 即企业收到政
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越强' 则企业越会增加其研发投入+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建立了一个)%$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从*##(&*#)" 年的面板数据库' 采
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运用HSYSY)* 进行分析+ 首先' 选取)%$ 家制造业上市
公司的原因在于! $)% 笔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的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统计得出'

有研发支出的上市公司共有+#+ 家' 去掉研发支出少于或等于" 年的公司' 以
及未收到政府补贴的企业' 因此' 本文的数据库共计)%$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政府研发补贴的效应分析' 主要是通过分析收到
政府研发补贴与未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上市公司的研发情况' 以此判断政府研
发补贴是否发挥其应有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研究不是简单的从是否
收到研发补贴进行分析' 而是聚焦于深入剖析研发补贴政策本身所含的多层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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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以此判断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 选取*##(&*#)"年的时间范围' 因
为财政部财会3*##&4 "号文件"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无形资产# ' )研究支
出全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支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之后可以资本化视为
无形资产* ' 所以为了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笔者选择*##( 年&*#)" 年
七年的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 政府研发补贴收入及其明细
分类( 企业所有制( 行业分类( 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 总资产与总收入+ 其中'

政府研发补贴收入及其明细分类是从年报中通过手工整理获得$上市公司年报
的附注披露了政府补贴的详细信息% ' 政府研发补贴数据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
网- 研发支出( 上市公司所有制( 行业分类( 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总收入来
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行业分类采用*#)* 年"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选取的样本涵盖了*)个行业' 行业分布如下表*+

表*!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

序号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上市公
司数量所占比例

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

!!非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

) N)$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 #4$+e # )

* N*#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 #4$+e # )

" N*"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 #4$+e # )

+ N*% 化学纤维制造业 ) #4$+e ) #

$ N*[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4$+e # )

& N+) 其他制造业 ) #4$+e # )

( N)+ 食品制造业 * )4#%e ) )

% N)" 农副食品加工业 " )4&*e # "

[ N)( 纺织业 " )4&*e ) *

)# N+# 仪器仪表制造业 " )4&*e ) *

)) N"*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4(e " *

)* N"#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4*$e + *

)" N"" 金属制品业 & "4*$e * +

)+ N"(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 [ +4%(e ( *

)$ N"+ 通用设备制造业 )* &4+[e % +

)& N*&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4))e [ &

)( N"$ 专用设备制造业 )$ %4))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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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上市公
司数量所占比例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
!!非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
)% N"[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e )) $

)[ N"& 汽车制造业 )( [4*e )+ "

*# N"%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4++e % )$

*) N*( 医药制造业 ++ *"4(*e )( *(

总计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结合前文的理论的分析' 构建研发投入模型' 具体设定如下!

Vb]'Zf-

17

j

$

n

%

)

H;I 'H1d<

17')

n

%

*

H;I 'N52

17

n

%

"

G2/56<

17

n

%

+

YU<

1

n

%

$

S:-<

1

n

&

1

n

'

17

上式中' 因变量为Vb]'Zf-' 表示企业1在7年研发投入额' 用)企业研
发支出取对数* 来测量企业研发支出水平+ 自变量为H;I 'H1d<与H;I 'N52+

H;I 'H1d<表示企业1在7')年收到政府研发补贴额' 测算办法是)企业所收到
的研发补贴金额占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 + 同时' 为解决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H;I 'H1d<将滞后一年+ H;I 'N52表示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是指企业从第一
次获得政府研发补贴之年开始' 在来年继续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况+ 本研究
将)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操作化为! 企业是否连续收到政府研发补贴' 具
体而言' 当年未收到补贴' 记为)- 最初收到补贴的那一年' 记为*- 来年再收
到就累积加)- 如未收到回归至)' 如再次收到政府研发补贴则重新记为*' 以
此类推+ 最大值为%' 即连续第(年收到政府研发补贴+

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研发补贴的相关文献选择控制变量' 分别为企业规模
$g1BB.@=' )[$%- Q;' *##)- 吴延兵' *##(% ( 所有制类型$刘小玄' *###- 姚
洋( 章奇' *##)- C2 bN;<@?5'N.d;@@.' *##% % ( 上市时间$张杰等' *#)$ % '

详见表"+ 企业规模G2/56<表示企业1在7年的年收入取对数- 所有制类型
S:-<'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 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为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上市时间YU<' 测量方法为*#)+年减去公司上市的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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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变量操作化说明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操作化 单位 数据来源

因
变
量

企业研发投入 M2a

Vb]k Zf-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取对
数%

元 国泰安数据库

解
释
变
量

政府研发补贴
规模
政府研发补贴
的连续性

Ma

H;I 'H1d<

H;I 'N52

政府研发补贴金额8上市公
司研发投入
表示连续收到政府研发补贴的
情况+ 未收到补贴记为)- 从
最初收到补贴的那一年算起'

记为*- 来年收到就累积加)-

如没有收到政府研发补贴则回
归至)+ 最大值为%' 即连续(

年收到政府研发补贴

巨潮资讯网
巨潮资讯网

控
制
变
量

企业规模
所有制类型
上市时间

M2aG2/56<

S-:<

YU<

上市公司年度总收入$取对数%

)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为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年减去公司上市的年份

元
年

国泰安数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 笔者对研发补贴变量进行了)e的X1295@处理+ 表
+描述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 政府研发补贴连
续性( 总收入( 所有制类型与上市时间的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与标准差+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年%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 #)[ +$ ### ### )*# ### ### # )[*# ### ###

M2a企业研发投入 ) *[* $4$" *4[($ )[* # [4*%+

解释变量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 %)) "4+*( "(4%"% # [&%4&*%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 *4[# *4#) ) %

控制变量 M2a总收入 ) )%$ [4*" #4&" $4[" ))4($

所有制类型 ) *[$ #4$) #4$# # )

上市时间 ) *[$ )*4)[ $4%& " **

!!注! 企业研发投入( 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单位为元- M2a企业研发投入- M2a总收入取
对数+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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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体的研发投入水平之后' 接下来按照所有制类
型进一步描述+ 样本主要有两大类!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 分别为[$家与[#家+ 表$描述了*##(&*#)" 年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的研发支出的年度均值+ 图* 更直观地展示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年研发投入均值+ 如图所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年的年均研发支出均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年均研发支出水平+

表$!*##(+*#)"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均值

年份 总的研发投入均值
$单位! 元%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入支出
均值$单位! 元%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
投入均值$单位! 元%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均值$*##(+*#)"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描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 年获得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的年度均值+ 不难看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自*##( 年起' 其
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均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从*##[年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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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更是进一步加大' 并逐年攀升' 至*#)" 年'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获得的政
府研发补贴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约( 倍+ 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在*##%年金融危机的风暴下' 政府为了确保经济增长' 制定并实施了四万亿元
经济刺激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也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一样' 自*##% 年以
来国有企业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政策倾斜' 而民企与合资企业没有受到一如*##%

年以前的公平的对待$ 0̂<2U' *#)"% +

图"!*##(+*#)"年政府研发补贴$单位! 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分布情况
所有制类型$单位! 个% 总计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代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频数所占比例频数所占比例频数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 )* +&4*e )+ $"4%e *&

总计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描述了不同所有制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分布情况+ 如图+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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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获得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差异
不大+ 其次' 连续(年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有*& 家上市公司' 连续& 年获得政
府研发补贴的有$( 家上市公司' 所占比例分别为*e和+e+ 这说明' 政府研
发补贴的连续性并不是很乐观' 中间出现的断层较多+ 但是' 从政府研发补贴
拨款的情况而言' 一种可能性是政府研发补贴并不是逐年拨款+ 换言之' 政府
在发放一次研发补贴时' 该研发补贴的效用时间或许超过一年期限' 因此' 在
此种情况下' 上市公司在第二年并未获得补贴+

图+!*##(+*#)"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 年的面板数据' 经过豪斯曼检验
$Q.;96.2 S<97% ' 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此外' 一般而言' 当面板数据
为长时间序列时' 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保数据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由于本研究的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只有( 年$*##(&*#)" 年% ' 即所谓的短面
板数据' $T为)%$' S为(% + 因此' 本文不进行单位根检验+

为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将
研发投入模型进一步分为三个模型+ 模型) 的解释变量是政府研发补贴规模-

模型*解释变量是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模型" 的解释变量是政府研发补贴
规模与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 三个模型的控制变量均为上市公司规模( 上市
时间( 所有制类型+

表(报告了三个研发投入模型的容忍度分析' 其方差膨胀因子gG_均小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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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忍度取值均大于#4$' 由此说明三个模型的变量间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即不需去掉任何解释变量+

表%报告了三组研发投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对于每一组模型' 均报告了
混合随机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 经过豪斯曼检验' 均显示固
定效应模型更有效' 其结果见模型)/( 模型*/( 模型"/' 各模型在统计上都是
显著的' 并且不存在共线性+ 其中模型"/的V

*最大' 解释效度最大' 能解释
研发投入模型的))e+

表(!研发投入模型的容忍度分析
变量名 模型) 模型* 模型"

gG_ )8gG_ gG_ )8gG_ gG_ )8gG_

所有制类型 )4"* #4($[%#& )4*[ #4((&&$ )4"" #4($+"()

上市时间 )4"* #4($[[%) )4*" #4%))$#" )4"* #4($[+)*

企业规模 )4" #4(&&"") )4*) #4%*"%&$ )4"* #4($&["%

Ma研发补贴规模)4#" #4[&&&"( )4#+ #4[&))+)

研发补贴连续性 )4#) #4[[##+% )4#* #4[(($%[

A<.2 gG_ )4*+ )4)[ )4*)

!!注! gG_表示方差膨胀因子' ) 8gG_表示容忍度+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年研发投入模型) '模型"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因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I 模型)/ 模型*. 模型*I 模型*/ 模型". 模型"I 模型"/

\MH VZ _Z \MH VZ _Z \MH VZ _Z

9;IB.U)

'#4#&("

"""

'#4#$$+

"""

'#4#+[[

"""

'#4#("(

"""

'#4#&#(

"""

'#4#$*$

"""

$#4#))[%$#4#)"*%$#4#)$[% $#4#))$%$#4#)*&%$#4#)$$%

9;Ik /52)

#4*$%

"""

#4*%"

"""

#4*+(

"""

#4*+)

"""

#4*$#

"""

#4)(+

"""

$#4#"$(%$#4#"(*%$#4#+&&% $#4#"(% $#4#"[)%$#4#$#"%

MTa12/56<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4)[$% $#4"&%% $#4)*$% $#4)((% $#4"([% $#4)"&% $#4)[)% $#4+)$%

7:-<9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U<

'#4#"")

""

'#4#+[#

""

'#4#+""

"""

'#4#$&"

"""

'#4#*%+

"

'#4#"%+

"

$#4#)$$% $#4#*"+% $#4#)+*%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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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 ')4**)

'"4$&(

""

')&4[[

"""

'"4*+)

"""

'+4$&$

"""

')"4+(

"""

')4#[[ ')4%%(

'))4&*

"""

$)4**%% $)4(*"% $"4"[[% $)4)#%% $)4$$"% $"4+"% $)4)%(% $)4&$+% $"4(+&%

观察值 ((# ((# ((# )' )(& )' )(& )' )(& (&+ (&+ (&+

V

*

#4#%" #4#%+ #4#[( #4)#& #4)"$ #4))

组数 ! )(% )(% ! )%$ )%$ ! )(( )((

豪斯曼检验 *#4(* [4*( [4)[

#4#### #4##[( #4#*&[

!!注!

"

(

""和"""分别表示结果在#a)( #a#$ 和#a#)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个模型中' 上市公司总收入对企业研发支出均存在显著正影响' 这说明
企业收入越高' 其研发投入越高+ 这一研究结论与既有文献中的正向关系相同+

这表明企业为占据市场份额' 增加研发投入经费' 进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不
过' 由于公司上市时间与所有制形式在时间序列上没有变化' 因此在固定效应
分析时' 并没有显示这两个变量的分析结果+ 但是' 参考三个模型的随机效应
模型可发现' 公司上市时间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所有制形式并不显著+

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
显著的挤出效应+ 具体而言' 当政府研发补贴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 企业研发
投入降低#4#+[[个单位' 说明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时' 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
入' 因此产生挤出效应+ 模型结果支持了假设)' 即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对企业研
发支出有负向影响' 存在挤出效应+

模型*/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在#4#)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弹性系数为#4*+(' 这说明上市公司每连续一年收到的政府研发补贴' 企业
的研发投入会相应增加#4*+(个单位+ 模型结果支持了假设*' 即政府研发补贴
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激励作用+ 模型"/是将政府研发补贴规模与研发补
贴的连续性均纳入研发投入模型' 均在#4#)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规模仍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研发补贴
的连续性仍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与模型)/与模型*/相似'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与
研发补贴的连续性的弹性系数较为稳定+ 结果显示' 研发补贴规模对企业研发
投入有挤出效应' 但随着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增加可缓解部分挤出效应+

尽管上述分析显示了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与连续性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
总体影响' 但未能揭示研发补贴对不同所有制的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随
后' 本文构建模型+ '&' 进一步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研发投入产生的效应+ 模型+.( 模型$.( 模型&.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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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模型+I( 模型$I( 模型&I以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每个模型的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与模型) '"相同+ 表[ 汇报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的研发投入模型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第一' 模型+.与模型+I的分析结
果显示' 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其弹性系
数为'#4#%*$' 略高于模型)/的'#4#&("- 而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没有挤
出效应' 其系数为#4##$[&+ 第二' 模型$.与模型$I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均
在#4#)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其对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的研发投入均有激励效应+ 第三' 模型&.与模型&I综合分析政府研发补贴规
模与连续性+ 模型&.表明'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况
下' 其研发补贴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仍然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分析结果较为
稳定+ 模型&I显示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连续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况下' 政
府研发补贴有不显著的激励效应' 其弹性系数上升至#4#))[+ 由此可见' 相对
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了增加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自身就愿意加大研发支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若能连续获得政府研发补贴'

更能激励提高其研发支出的意愿+ 因此'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研发
补贴有助于激励其研发投入+

表[!*##(+*#)"年研发投入模型+ '模型&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因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国有控股
模型+.

非国有控股
模型+I

国有控股
模型$.

非国有控股
模型$I

国有控股
模型&.

非国有控股
模型&I

9;IB.U)

'#4#%*$

"""

#4##$[&

'#4#%&$

"""

#4#))[

$#4#)[&% $#4#*&+% $#4#)[(% $#4#*$)%

9;Ik /52)

#4*([

"""

#4*$*

"""

#4)(%

""

#4*"$

"""

$#4#(%&% $#4#$[$% $#4#%(*% $#4#&+%%

B2k 12/56<

*4"))

"""

*4&(#

"""

)4#$(

*4"$+

"""

)4#"#

*4#$+

"""

$#4&[+% $#4+"(% $#4(($% $#4+")% $#4["$% $#4+&#%

N5297.27

')+4"+

""

')%4&"

"""

'+4+$[

')&4%(

"""

'"4+(&

')"4&%

"""

$&4*$*% $+4)**% $&4%#&% $"4[[+% $%4*#%% $+4*+)%

观察值 "$[ +)) $+# &"& "$% +#&

V

*

#4#%+ #4)#& #4#(* #4)"( #4#[% #4)$&

组别 %( [) [# [$ %( [#

!!注!

"

(

""和"""分别表示结果在#a)( #a#$ 和#a#)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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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分析' 在本研究中'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规模远
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尤其在*##[ 年之后二者的差距更是显著增大' 在*#)"

年已达到约(倍的差距+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验证了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政策
偏好+ 但是' 政府研发补贴对于国有控股上市而言' 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政策效应'

反而产生挤出效应+

为进一步确保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笔者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具体操作为变
换对企业规模的测量方法' 将上市公司的总收入变量转变为上市公司的总资产+ 具
体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详见表)#与表))' 分析结果与表%与表[相比并未有明显变
化' 因此也证明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年研发投入模型面板数据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I 模型)/ 模型*.模型*I 模型*/模型".模型"I 模型"/

变量名 \MH VZ _Z \MH VZ _Z \MH VZ _Z

9;IB.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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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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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曼检验 *)4#% )(4$% [4%*

##4### #4### #4#*#)

组别 )(% )(% )%$ )%$ )(( )((

!!注!

"

(

""

和"""分别表示结果在#a)( #a#$ 和#a#)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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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面板数据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I 模型$. 模型$I 模型&. 模型&I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9;IB.U)

'#4#[#)

"""

#4#)""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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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k /52) #4#%+#

#4*)(

"""

#4#*"(

#4)[)

"""

$#4#(%(% $#4#&*%% $#4#%%+% $#4#(#*%

B2k .99<7

"4&)*

"""

"4"([

"""

"4($%

"""

*4($[

"""

"4+")

"""

*4$*#

"""

$#4&[)% $#4$(%% $#4(+"% $#4$""% $#4[(*% $#4&&"%

常数
'*(4)#

"""

'*$4[$

"""

'*[4)&

"""

'*)4#&

"""

'*$4$)

"""

')%4"(

"""

$&4+*[% $$4$&&% $&4(**% $$4#"+% $%4%#(% $&4*+(%

观察值 "$[ +)# $+# &"$ "$% +#$

V

*

#4)"+ #4#[( #4))[ #4)"# #4)"+ #4)""

组数 %( [) [# [$ %( [#

!!注!

"

(

""

和"""分别表示结果在#a)( #a#$ 和#a#)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结论

本文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层面的数据' 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
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且进一步区别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下所呈现出的差异' 有以
下发现' 第一' *##(&*#)"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年均值高于非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 第二' 政府研发补贴的大量资金流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并且
其获得的研发补贴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第三' 虽然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获得大量的政府研发补贴' 但是政府研发补贴的规模却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与之相反'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仅获得少量的政府研发补
贴' 但补贴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却有非显著的激励效应+ 第四' 政府研发补
贴的连续性对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均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 随着政府研发补贴连续性的增加' 可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挤出效应+ 上述分析结果构建
一个以实证为基础的概括' 回应了一个有实践价值的研究问题' 即作为公共科

%#!

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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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政策之一的政府研发补贴的连续性对政策效果的显著重要性+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广到所有类型行业的企业还有待
于更多研究+ 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中国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机制' 政府补贴政策
必须要制度化' 以重构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结构' 进而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的动
力以及研发产出的优化+ 在发达国家' 政治与法律的制度化可以减轻许多不确
定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在发展中国家' 宏观的制度化还未有效的建立+ 比
如' 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执行环节仍存在不少黑箱操作' 这一情况的存在' 一
方面容易引起利益输送( 贪污腐败等问题- 另一方面' 也使得研发补贴政策分
析者难以掌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具体规律+ 因此' 有效的制度化不仅能减轻上
述负面因素的影响' 也有利于研究者掌握补贴政策制定与执行所引起的实际效
能+ 具体而言' 制度化可以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 宏观的制度化可以包括研发
补贴政策的诸多规范' 如中央与地方政府补贴比例的规范( 阳光政策的规范'

乃至具体的研发补贴的法律条文+ 微观的制度化可包括行政审批标准化( 研发
资金配套机制化( 加大对国有企业研发补贴效能的审计( 增大对民营企业的研
发的支持力度等' 以及加大稳定支持力度' 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等+ 诚然' 制度
化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规划+ 总之'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化
是实现中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关键举措' 是完善落实)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重要手段之一' 制度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政策的连续性' 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的积极性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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