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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逐渐崭露头角，，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顶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顶

尖科技实力的创新型企业尖科技实力的创新型企业。。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2020中国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500强中已有强中已有402402家企业的关键技术来源于自主开发家企业的关键技术来源于自主开发，，其中研发费用排名前四位其中研发费用排名前四位

的企业均已超过的企业均已超过100100亿元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3%%的企业更是高达的企业更是高达5959家家。。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在当前中国微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在当前中国微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骗补式创新骗补式创新””和和““策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的背景下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本文利用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整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整

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方面的三个特征事实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方面的三个特征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所有制背景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有效地促进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带来从而带来““国民共进国民共进””的创新绩效的创新绩效。。同时同时，，利用前述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利用前述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混混

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会但影响效果会

因企业的改革程度因企业的改革程度、、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存在一定差异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政本文的政

策含义是策含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但要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但要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同时还要同时还要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竞争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竞争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尽快形成可复制尽快形成可复制、、可可

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广的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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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的是，，当前民营企业创当前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受到内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受到内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特别是中

国金融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信贷歧视现象国金融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信贷歧视现象，，[[11]]已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已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明确指出，，““鼓励国有资鼓励国有资

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那么，，这种以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这种以民营企业引入国有

资本而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资本而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是否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因是否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因““所有制背景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而遭受的信贷

歧视歧视，，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同时，，创新根据科学价值的高低和技术难度的不创新根据科学价值的高低和技术难度的不

同同，，可以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两种类型可以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两种类型。。[[22]]相较而言相较而言，，突破式创新项目的风险更大突破式创新项目的风险更大，，

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金融部门对该类型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也会更为谨慎金融部门对该类型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也会更为谨慎。。由由

此此，，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是否有助于激励金融部门增加对企业突破式创新项目的信贷是否有助于激励金融部门增加对企业突破式创新项目的信贷

资源配置意愿资源配置意愿，，[[33]]进而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关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关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当前深入推在当前深入推

进以企业为主体的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过程中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事实上，，已有文献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这一改已有文献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这一改

革形式展开的革形式展开的，，而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种而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种““逆向混改逆向混改””形式的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形式的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①①

但是但是，，在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在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结构调整阵痛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

的背景下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难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融资贵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严重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从而严重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

正常开展正常开展。。而与此同时而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在向产业链国有资本在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集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价值链中高端集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正面临正面临

退出产能过剩领域并寻找优质投资渠道的现实需求退出产能过剩领域并寻找优质投资渠道的现实需求。。由此由此，，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受阻和国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受阻和国

有资本急需寻找优质投资渠道之间存在双向契合的背景下有资本急需寻找优质投资渠道之间存在双向契合的背景下，，本文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本文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

种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种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可能对于未来进一步深化混可能对于未来进一步深化混

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潜在参考价值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潜在参考价值。。

在既往研究中已经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探讨在既往研究中已经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探讨，，如如

宋增基等研究发现宋增基等研究发现，，民营控股公司引入或保留部分国有股权民营控股公司引入或保留部分国有股权，，有助于企业获得额外的金融资有助于企业获得额外的金融资

源源，，进而能够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能够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44]]陈建林则基于资源运用的视角陈建林则基于资源运用的视角，，提出在民营企业中非提出在民营企业中非

控股国有股权的优势在于发挥控股国有股权的优势在于发挥““承诺信号承诺信号””的作用的作用，，能够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并提高企能够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并提高企

业的资源运用效率业的资源运用效率。。[[55]]余汉等进一步将上述余汉等进一步将上述““承诺信号承诺信号””解释为国有资本的信誉担保作用解释为国有资本的信誉担保作用，，即即

认为国有资本参股可以通过信誉担保为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认为国有资本参股可以通过信誉担保为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66]]但遗憾的但遗憾的

是是，，目前理论界并未就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一话题展开广泛探讨目前理论界并未就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一话题展开广泛探讨，，仅仅

邓永勤和汪静利用邓永勤和汪静利用20082008——2017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以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以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量

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明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明

显正向影响显正向影响。。[[77]]然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注意的是，，仅使用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可能会存在一定偏仅使用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可能会存在一定偏

误误，，[[88]]因为只有规模大因为只有规模大、、业绩好或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才有可能进入样本业绩好或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才有可能进入样本。。同时同时，，在当前中国微在当前中国微

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骗补式创新骗补式创新””和和““策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等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99]]企业很可能企业很可能

为获取政府补贴而大量提交并不具有明显创新价值的虚假专利申请为获取政府补贴而大量提交并不具有明显创新价值的虚假专利申请，，从而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已从而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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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法准确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经无法准确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由此由此，，本文将首先利用更加全面且完善的数据对企业的创新本文将首先利用更加全面且完善的数据对企业的创新

能力进行客观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准确的评估，，随后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企业随后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企业

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的影响。。

具体而言具体而言，，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拓展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拓展：：一是构建了中国工一是构建了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Google Patent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并利用专利前向引并利用专利前向引

用信息识别出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专利用信息识别出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专利，，从而详细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从而详细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

新能力所具有的三个特征事实新能力所具有的三个特征事实；；二是将二是将19991999——20122012年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年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21982198家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

作为实验组作为实验组，，采用双重差分的实验设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采用双重差分的实验设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

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三是仔细验证了民营企业三是仔细验证了民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进而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

同时同时，，本文还细致地分析了因企业的改革程度不同本文还细致地分析了因企业的改革程度不同、、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以及所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以及所

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并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泊松回归等方法对本文泊松回归等方法对本文

的主要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的主要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二二、、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特征事实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特征事实

（（一一））数据介绍与样本匹配数据介绍与样本匹配

本文以专利的相关信息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本文以专利的相关信息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数据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数据

库库：：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下文简称工企数据库下文简称工企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该数据库涵盖

了了19981998——20132013年中国采矿业年中国采矿业、、制造业与电力制造业与电力、、热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3大门类中所有国大门类中所有国

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基本信息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产销信息财务信息和产销信息。。二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二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

国专利数据库国专利数据库（（下文简称专利数据库下文简称专利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该数据库包含了19851985——20152015年所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年所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并公开专利的基本信息申请并公开专利的基本信息，，本研究仅使用本研究仅使用19981998——20132013年发明专利的相关数据年发明专利的相关数据（（若未额外说若未额外说

明明，，下文所述专利均为发明专利下文所述专利均为发明专利），），共计共计36891853689185件件。。三是三是Google Patent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检索系统。。本文利用本文利用

该检索系统获取专利的最新法律状态和前向引用信息该检索系统获取专利的最新法律状态和前向引用信息。。

根据研究需要根据研究需要，，对于上述三套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对于上述三套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1））工企数据库中的工企数据库中的20092009年数据缺少年数据缺少

实收资本构成细项实收资本构成细项，，且且20102010年数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年数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对这两年数据予以剔除因此对这两年数据予以剔除，，即将即将

20082008年和年和20112011年视为连续的两年年视为连续的两年。（。（22））在工企数据库中在工企数据库中，，20112011年湖南省企业数据缺少从业人年湖南省企业数据缺少从业人

数信息数信息，，20132013年全国所有企业从业人数信息失真年全国所有企业从业人数信息失真。。由此由此，，本文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本文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

数增长率对湖南省企业从业人数的缺失数据进行补齐数增长率对湖南省企业从业人数的缺失数据进行补齐，，并利用并利用2013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省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省

分行业就业数据调整当年各企业的从业人数信息分行业就业数据调整当年各企业的从业人数信息。（。（33））采用采用BrandtBrandt等的方法对各年份数据进等的方法对各年份数据进

行序贯匹配以构造企业面板数据行序贯匹配以构造企业面板数据，，共获得共获得854033854033家企业的家企业的36015793601579个观测值个观测值。。[[1010]]（（44））利用企业利用企业

名称逐年匹配专利数据和工企数据名称逐年匹配专利数据和工企数据。。但需要说明的是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同一专利的所有专利权人视为平本文将同一专利的所有专利权人视为平

等地拥有该项专利等地拥有该项专利，，即具有多个专利权人的专利需要进行多次匹配即具有多个专利权人的专利需要进行多次匹配，，最终成功匹配最终成功匹配654901654901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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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专利，，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进行对比后得到平均匹配率为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进行对比后得到平均匹配率为

6969..8080%%，，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1111][][1212][][1313]]（（55））将成功匹配专利的申请公开号在将成功匹配专利的申请公开号在Google PatentGoogle Patent系系

统进行检索以获取该专利的最新法律状态信息统进行检索以获取该专利的最新法律状态信息，，并剔除所有截至并剔除所有截至20202020年仍未获授权的专利年仍未获授权的专利，，

以克服企业层面的以克服企业层面的““骗补式创新骗补式创新””或或““策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问题问题，，最终保留已获授权专利最终保留已获授权专利358587358587

件件。（。（66））将保留的专利与工企匹配数据将保留的专利与工企匹配数据，，和已得到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合并和已得到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合并，，并借鉴聂辉华等并借鉴聂辉华等

的处理方式的处理方式，，[[1414]]剔除关键指标缺失或存在异常的数据剔除关键指标缺失或存在异常的数据，，再利用全国统一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再利用全国统一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对货币型指标与资产型指标进行平减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对货币型指标与资产型指标进行平减，，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

760864760864家企业和家企业和291191291191件专利件专利，，共计共计31819613181961个观测值个观测值。。

（（二二））指标说明与统计分析指标说明与统计分析

准确梳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特征事实准确梳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特征事实，，需要对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进行划分需要对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进行划分。。根据已有研根据已有研

究的做法究的做法，，[[1515][][1616]]本文将国有资本在实收资本合计中占比等于本文将国有资本在实收资本合计中占比等于11的企业界定为国有企业的企业界定为国有企业，，将除国将除国

有资本外的集体资本有资本外的集体资本、、法人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以及外商资本均视为民营资本港澳台资本以及外商资本均视为民营资本，，民营民营

资本占比等于资本占比等于11的企业为民营企业的企业为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占比介于民营资本占比介于00和和11之间的企业均为混合所有制企之间的企业均为混合所有制企

业业。。进一步地进一步地，，为衡量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为衡量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还需要对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专利予以识别还需要对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专利予以识别。。本本

文采取的识别方法为文采取的识别方法为：：首先利用专利所处技术领域首先利用专利所处技术领域（（IPCIPC分类号大类分类号大类））的平均前向引用次数对的平均前向引用次数对

该专利的前向引用次数进行缩减该专利的前向引用次数进行缩减，，[[1717]]然后以缩减后的前向引用次数对各专利在其技术领域内按然后以缩减后的前向引用次数对各专利在其技术领域内按

由低到高进行排序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最后若该专利当年所处位置在其技术领域内的最后若该专利当年所处位置在其技术领域内的7575%%分位数水平及以上时分位数水平及以上时，，

则将其识别为核心专利则将其识别为核心专利。。②②由此由此，，本文以专利资产比本文以专利资产比（（每每1010亿元资产的申请授权专利数量亿元资产的申请授权专利数量））来来

衡量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衡量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以核心专利占比以核心专利占比（（核心专利数量核心专利数量//申请授权专利数量申请授权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来衡量企业

的突破式创新能力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并结合区域特征和行业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区域特征和行业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得到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得到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

力的三个特征事实力的三个特征事实。。③③

特征事实特征事实11：：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最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最强，，但突破式创新但突破式创新

能力却较为缺乏能力却较为缺乏。。

图图11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图图22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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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由图11可知可知，，19981998——20132013年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均得以快速提升年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均得以快速提升，，其中其中，，

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始终强于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始终强于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但与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但与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

距在近年来逐渐缩小距在近年来逐渐缩小。。同时同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在20062006年以前波动较大年以前波动较大，，在在

20062006年以后则呈现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年以后则呈现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国有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国有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快速提升，，而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

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却无明显进步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却无明显进步，，且在近年来始终低于其它两类所有制企业且在近年来始终低于其它两类所有制企业（（参见图参见图22）。）。这这

种变化的出现种变化的出现，，可能与可能与20062006年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06——20202020年年）》）》出出

台后台后，，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股权背景的要求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股权背景的要求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更加注重企业更加注重企业

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关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关。。

特征事实特征事实22：：民营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区域内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区域内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

力越强力越强。。

根据新制度组织理论根据新制度组织理论，，企业的新技术投资会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企业的新技术投资会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1818]]从而导致在不同从而导致在不同

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区别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区别。。由此由此，，利用王小鲁等计算的各省份历年非国有经济利用王小鲁等计算的各省份历年非国有经济

发展评分的中位数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两组发展评分的中位数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两组，，[[1919]]发现无论是整体创新能力还是突破式创新能力发现无论是整体创新能力还是突破式创新能力

（（参见图参见图33和图和图44），），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的企业都强于相对较差地区的同类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的企业都强于相对较差地区的同类企业。。这一这一

结果说明结果说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当地民营企业的整体发展状况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当地民营企业的整体发展状况，，民营企业间的民营企业间的

相互扶持有利于促进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相互扶持有利于促进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图图33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 图图44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

特征事实特征事实33：：相比于竞争行业相比于竞争行业，，垄断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更强垄断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更强，，但突破式创新但突破式创新

能力却与行业竞争程度并无明显关联能力却与行业竞争程度并无明显关联。。

关于市场竞争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关于市场竞争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SchumpeterSchumpeter较早提出垄断是企业创新的必要条较早提出垄断是企业创新的必要条

件件，，[[2020]]而而ArrowArrow则认为垄断性企业的创新动力小于竞争性企业则认为垄断性企业的创新动力小于竞争性企业。。[[2121]]由此由此，，本文通过计算本文通过计算33位码行位码行

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将全部行业等分为两组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将全部行业等分为两组，，发现处于相对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更发现处于相对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更

强强，，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与相对竞争行业中的同类企业大体相同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与相对竞争行业中的同类企业大体相同。。由此可以说明由此可以说明，，垄断利润并垄断利润并

不能显著激励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不能显著激励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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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综上所述，，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强于其它所有制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强于其它所有制企业，，而突破式创新能力却弱于而突破式创新能力却弱于

其它所有制企业其它所有制企业。。由此由此，，这里可能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猜想这里可能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猜想：：既然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既然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

破式创新能力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截然相反的特征破式创新能力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截然相反的特征，，那么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是否会促那么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是否会促

使企业的创新能力趋向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水平使企业的创新能力趋向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水平，，从而表现为在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有所上从而表现为在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有所上

升的同时升的同时，，其整体创新能力却会随之下降其整体创新能力却会随之下降？？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认为需要充分认识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成与民营企业引入国本文认为需要充分认识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成与民营企业引入国

有资本的改革行为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有资本的改革行为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引入国有资民营企业在引入国有资

本之后本之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的确会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企业的所有制属性的确会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

成既有可能源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入股成既有可能源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入股，，也有可能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参股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参股的结果，，更有可能更有可能

是设立之初便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持有是设立之初便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持有。。因此因此，，仅就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一混合所仅就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一混合所

有制改革形式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而言有制改革形式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而言，，不能仅仅依赖当前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整体不能仅仅依赖当前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整体

创新能力以及突破式创新能力所表现出的特征事实而得出最终结论创新能力以及突破式创新能力所表现出的特征事实而得出最终结论，，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理论探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理论探

索和实证检验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索和实证检验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同时，，基于前文特征事实部分的分析可以发现基于前文特征事实部分的分析可以发现，，民营企民营企

业的创新能力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以及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中存在显著性差异业的创新能力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以及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中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这

说明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其所处的创新环境之间具有极为深刻的关联说明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其所处的创新环境之间具有极为深刻的关联，，从而也启示本文需要充分从而也启示本文需要充分

关注民营企业在引入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因其所在区域和行业的不同而可能产生关注民营企业在引入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因其所在区域和行业的不同而可能产生

的异质性影响的异质性影响。。由此由此。。本文接下来将就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本文接下来将就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

机制及其异质性效应展开深入探讨机制及其异质性效应展开深入探讨。。

三三、、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理论分析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理论分析

（（一一））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效应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效应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国有产权与企业效率是不相容的国有产权与企业效率是不相容的，，[[2222]]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我

国企业获取资本的途径较为有限国企业获取资本的途径较为有限。。[[2323]]在民营企业中引入部分国有资本则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与在民营企业中引入部分国有资本则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与

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对于缓解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对于缓解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要意义。。[[2424]]

首先首先，，创新固有的高投入创新固有的高投入、、长周期长周期、、强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强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促使民营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外促使民营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外

部融资以获取创新资源部融资以获取创新资源。。但在当前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完善的背景下但在当前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市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市

场化运作的原则场化运作的原则，，将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给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创新项目将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给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创新项目，，而对民营企业的而对民营企业的

创新项目则持谨慎观望态度创新项目则持谨慎观望态度。。然而然而，，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

生关系则可以为企业实质上提供一种隐性担保生关系则可以为企业实质上提供一种隐性担保，，传递出企业获得政府背书的信号传递出企业获得政府背书的信号，，从而能够在从而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上消除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其次其次，，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入股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入股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也为企业获取更多的也为企业获取更多的

政府支持提供了重要途径政府支持提供了重要途径。。一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垂直管理的税收征管体制为政中国政府实行的垂直管理的税收征管体制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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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提供了策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一定的空间，，[[2525]]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降低入股民营企业的有效税负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降低入股民营企业的有效税负，，[[2626]]从而为从而为

企业积累更多的创新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持企业积累更多的创新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区域创新政策的出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区域创新政策的出

台台，，引入国有资本的民营企业将相对优先地获得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引入国有资本的民营企业将相对优先地获得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以及政府为建设本地创以及政府为建设本地创

新系统而支出的各项研发资金新系统而支出的各项研发资金，，[[2727]]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

最后最后，，民营企业的突破式创新项目往往难以顺利开展民营企业的突破式创新项目往往难以顺利开展，，一方面可能源于项目的高风险易使一方面可能源于项目的高风险易使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项目本身所具有的强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大幅减少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则在于项目本身所具有的强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大幅减少金融机构

的有效资金供给的有效资金供给。。然而然而，，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入股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入股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

如前所述如前所述，，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后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后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高额融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高额融

资约束资约束。。即使民营企业因为突破式创新项目的实行而陷入了财务困境即使民营企业因为突破式创新项目的实行而陷入了财务困境，，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共同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共同

利益利益，，也会获得一定地外部支持也会获得一定地外部支持，，从而为企业突破式创新项目的开展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而为企业突破式创新项目的开展解决了后顾之忧。。由此由此，，

基于上述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本文提出假设11。。

假设假设11：：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

约束约束，，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二））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异质性影响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异质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民营企业中国有资本占比的上升随着民营企业中国有资本占比的上升，，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的促进作用将会有所下降提升的促进作用将会有所下降。。按照制度的观点按照制度的观点，，[[2828]]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与政府之间形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与政府之间形

成的共生关系成的共生关系，，有助于缓解制度空缺时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制度空缺时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的困境。。但国有产权本身存在较但国有产权本身存在较

为严重的代理问题为严重的代理问题，，经营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特征经营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特征。。[[2929]]由此由此，，当民营企业中国有资本占据主当民营企业中国有资本占据主

导地位时导地位时，，企业资源可能主要投向于任职期间能够带来回报并充分显示政绩的经营项目企业资源可能主要投向于任职期间能够带来回报并充分显示政绩的经营项目，，而较而较

少投资于任职期间可能无法得到回报的创新项目少投资于任职期间可能无法得到回报的创新项目，，从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从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提升。。

同时同时，，在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在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的积极影响也会有所减弱的积极影响也会有所减弱。。[[3030]]一方面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越好民营经济发展越好，，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能力也会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能力也会

越弱越弱，，[[3131]]那么通过共生关系来获取创新资源的成本将会因此上升那么通过共生关系来获取创新资源的成本将会因此上升；；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地区民营经济发地区民营经济发

展越好展越好，，当地商业银行也会更加注重避免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当地商业银行也会更加注重避免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而且民营企业之间的抱团而且民营企业之间的抱团

发展发展、、合作创新也会进一步降低共生关系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作用合作创新也会进一步降低共生关系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作用。。

此外此外，，市场竞争作为最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市场竞争作为最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民营企业创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民营企业创新

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也会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也会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竞争会促使民营企业将共竞争会促使民营企业将共

生关系带来的额外资源积极投入技术创新过程中生关系带来的额外资源积极投入技术创新过程中，，努力接近技术前沿以抢占市场份额努力接近技术前沿以抢占市场份额，，[[3232]]从而从而

会促使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会促使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得以快速提升。。然而然而，，竞争程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竞争程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却难以确定却难以确定。。一方面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会激励企业试图通过突破式创新项目的成功来占据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会激励企业试图通过突破式创新项目的成功来占据

市场垄断地位市场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高竞争程度也会缩短企业的技术创新时间高竞争程度也会缩短企业的技术创新时间，，长周期的突破式创新项长周期的突破式创新项

目可能由于竞争压力的倒逼而无法顺利开展目可能由于竞争压力的倒逼而无法顺利开展。。由此由此，，基于上述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本文提出假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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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假设22：：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将会因企业的改革程度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将会因企业的改革程度、、

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而产生一定的异质性效应以及所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而产生一定的异质性效应。。

四四、、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

（（一一））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克服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实证检验将采取双重差分法本文的实证检验将采取双重差分法

进行进行。。同时同时，，考虑到改革年份不同且前后时期为多期考虑到改革年份不同且前后时期为多期，，这里参考已有研究中的做法这里参考已有研究中的做法[[3333]]，，设定如设定如

下计量模型下计量模型：：

Innovationit = α0 + βReformi × Timet + γZit + ηi + τt + εit （（11））

其中其中，， Innovationit 代表企业创新能力代表企业创新能力，，分别用企业当年申请授权专利数量分别用企业当年申请授权专利数量（（ Patentit ）、）、缩缩

减后的企业当年申请授权专利前向引用次数总和减后的企业当年申请授权专利前向引用次数总和（（ Citationit ）、）、经前向引用次数均值识别的核经前向引用次数均值识别的核

心专利数量心专利数量（（ Core_Meanit ），），以及经前向引用次数以及经前向引用次数 7575%%分位数水平识别的核心专利数量分位数水平识别的核心专利数量

（（ Core_P75it ））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其中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前两个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但相较但相较

于专利数量于专利数量，，专利前向引用次数总和涵盖了更多关于企业创新质量的信息专利前向引用次数总和涵盖了更多关于企业创新质量的信息。。[[3434]]后两个指标则用后两个指标则用

以衡量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以衡量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具体识别方法与前文一致具体识别方法与前文一致，，此处是分别以均值和此处是分别以均值和7575%%分位数水分位数水

平两个界限作为核心专利的识别标准平两个界限作为核心专利的识别标准。。

Reformi 为处理变量为处理变量，，为为11时代表该民营企业参与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时代表该民营企业参与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后企业的国有资改革后企业的国有资

本介于本介于00和和11之间之间），），为为00时则是未参与时则是未参与。。 Timet 是实验期虚拟变量是实验期虚拟变量，，混合所有制改革前设定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前设定为

00，，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则均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则均为11。。 Zit 是根据已有研究设置的企业特征控制变量是根据已有研究设置的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包括企业资产

规模规模（（AssetAsset）、）、年龄年龄（（AgeAge）、）、是否出口是否出口(Export)(Export)、、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Leverage)(Leverage)以及人均资本以及人均资本(Capi(Capi--

tal_Labotal_Labor)r)。。④④ηi 和和 τt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误差项为误差项。。

表表1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变量

PatentPatent

CitationCitation

Core_MeanCore_Mean

Core_PCore_P7575

AssetAsset

AgeAge

ExportExport

LeverageLeverage

Capital_LaborCapital_Labor

观测值观测值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15877681587768

平均值平均值

00..020020

00..017017

00..009009

00..007007

99..772772

11..957957

00..329329

00..529529

33..602602

标准差标准差

00..174174

00..167167

00..107107

00..093093

11..323323

00..727727

00..470470

00..257257

11..279279

最小值最小值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77..159159

00..000000

00..000000

00..009009

00..342342

中位数中位数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99..628628

11..946946

00..000000

00..548548

33..614614

最大值最大值

88..379379

88..542542

77..339339

77..087087

1313..593593

33..761761

11..000000

00..975975

66..857857

需要说明的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进行实证检验所需要的数据均来源于前文特征事实分析部分已经用到本文进行实证检验所需要的数据均来源于前文特征事实分析部分已经用到

的样本的样本，，且在其基础上保留了样本初始年度的实收资本合计中仅含有民营资本的全部企业且在其基础上保留了样本初始年度的实收资本合计中仅含有民营资本的全部企业，，并并

剔除了所需指标存在缺失值的全部样本剔除了所需指标存在缺失值的全部样本。。同时同时，，为保证改革企业前后数据的时间长度不低于为保证改革企业前后数据的时间长度不低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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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这里仅识别这里仅识别19991999——20122012年发生过年发生过11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营企业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营企业。。研究样本包含研究样本包含21982198家家

企业的企业的15877681587768个观测值个观测值。。此外此外，，我们还对控制变量中的所有连续性变量在我们还对控制变量中的所有连续性变量在11%%和和9999%%分位处进分位处进

行了缩尾处理行了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参见表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1。。

（（二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表22报告了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报告了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模型11和模型和模型22考察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考察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

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它影响因素后在控制了其它影响因素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

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模型模型33和模型和模型44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采用不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采用不

同标准识别的核心专利数量同标准识别的核心专利数量，，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结果显示，，处理变量和实验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处理变量和实验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这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同样具有明显正向影响这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同样具有明显正向影响。。由此由此，，

本文的假设本文的假设11得以验证得以验证。。

此外此外，，表表22中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多数研究基本一致中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多数研究基本一致。。[[3535]]这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这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人均资人均资

本越多本越多、、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越有利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越有利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

升升。。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龄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龄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说明高额债这说明高额债

务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阻碍作用务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阻碍作用，，同时也说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对于同时也说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对于

创新能力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创新能力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表表22 基准回归结果基准回归结果

Reform×TimeReform×Time

AssetAsset

AgeAge

ExportExport

LeverageLeverage

Capital_LaborCapital_Labor

ConstantConstant

企业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观测值
调整调整RR22

模型模型11
PatentPatent

00..035035******

((55..645645))

00..012012******

((3232..831831))

--00..015015******

(-(-2020..514514))

00..014014******

((2222..158158))

--00..008008******

(-(-1010..094094))

00..002002******

((66..492492))

--00..069069******

(-(-2121..426426))

控制控制
控制控制

15877681587768
00..403403

模型模型22
CitationCitation

00..030030******

((55..040040))

00..010010******

((2828..347347))

--00..012012******

(-(-1717..242242))

00..011011******

((1818..924924))

--00..007007******

(-(-99..582582))

00..001001******

((66..175175))

--00..061061******

(-(-1919..160160))

控制控制
控制控制

15877681587768
00..386386

模型模型33
Core_MeanCore_Mean

00..018018******

((44..053053))

00..005005******

((2222..040040))

--00..007007******

(-(-1414..207207))

00..006006******

((1515..934934))

--00..004004******

(-(-77..465465))

00..001001******

((55..846846))

--00..030030******

(-(-1414..617617))

控制控制
控制控制

15877681587768
00..373373

模型模型44
Core_PCore_P7575

00..018018******

((44..234234))

00..004004******

((1919..552552))

--00..005005******

(-(-1212..648648))

00..005005******

((1313..998998))

--00..003003******

(-(-77..202202))

00..001001******

((55..326326))

--00..024024******

(-(-1212..956956))

控制控制
控制控制

15877681587768
00..362362

注注：：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修正后的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修正后的tt值值；；**、、****、、******分别表示在分别表示在1010%%、、55%%和和11%%的水平上显著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限于篇幅，，未报告固定效应的回归未报告固定效应的回归

结果结果，，以下各表同以下各表同。。

（（三三））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 84



企业经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

11..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平行趋势假设，，即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前不能具有显著即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前不能具有显著

差异差异。。由此由此，，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前的第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前的第11期作为基准期作为基准，，[[3636]]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整体创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整体创

新能力以及突破式创新能力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新能力以及突破式创新能力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参见表参见表33）。）。结果表明结果表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

前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无显著区别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无显著区别，，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实验组企业的创实验组企业的创

新能力则呈明显上升趋势新能力则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可以说明由此可以说明，，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条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条

件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民营企业改制样本中可能存在的自我选择问题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民营企业改制样本中可能存在的自我选择问题。。

表表3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T-T-44

T-T-33

T-T-22

TT

T+T+11

T+T+22

T+T+33

观测值观测值
调整调整RR22

模型模型11
PatentPatent
--00..002002
(-(-00..315315))

00..011011
((11..538538))

00..007007
((11..257257))

00..019019******
((33..313313))

00..048048******
((33..720720))

00..054054******
((33..282282))

00..049049****
((22..140140))
15877681587768
00..403403

模型模型22
CitationCitation
00..000000

((00..061061))

00..010010
((11..485485))

00..008008
((11..440440))

00..017017******
((22..921921))

00..043043******
((33..338338))

00..048048******
((33..072072))

00..042042**
((11..828828))
15877681587768
00..386386

模型模型33
Core_MeanCore_Mean
00..001001

((00..142142))

00..007007
((11..390390))

00..007007
((11..620620))

00..011011******
((22..809809))

00..028028******
((22..894894))

00..023023****
((22..012012))

00..033033**
((11..847847))
15877681587768
00..373373

模型模型44
Core_PCore_P7575
00..002002

((00..514514))

00..005005
((11..110110))

00..006006
((11..623623))

00..011011******
((22..896896))

00..028028******
((33..112112))

00..024024****
((22..161161))

00..029029**
((11..815815))
15877681587768
00..363363

注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22..倾向得分匹配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已有研究表明已有研究表明，，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时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时，，若实验组与控制组若实验组与控制组

之间的差异较大之间的差异较大，，则估计结果对模型函数的设定形式将较为敏感则估计结果对模型函数的设定形式将较为敏感，，并可能因此而得到不够稳健并可能因此而得到不够稳健

的结果的结果。。[[3737]]由此由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以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

配变量配变量，，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前一年作为匹配年度进行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前一年作为匹配年度进行11::33最近邻匹配最近邻匹配，，最终保留最终保留

102132102132个观测值个观测值。。随后随后，，进行与基准回归相同的双重差分检验进行与基准回归相同的双重差分检验（（参见表参见表44），），结果表明结果表明，，本文本文

主要结论依然成立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表44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Reform×TimeReform×Time

观测值观测值

调整调整RR22

模型模型11

PatentPatent

00..176176******
((33..517517))

102132102132

00..402402

模型模型22

CitationCitation

00..165165******
((33..256256))

102132102132

00..394394

模型模型33

Core_MeanCore_Mean

00..106106******
((22..753753))

102132102132

00..395395

模型模型44

Core_PCore_P7575

00..116116******
((33..202202))

102132102132

00..391391

注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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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其它稳健性检验其它稳健性检验。。⑤⑤（（11））由于专利数量为计数变量由于专利数量为计数变量，，因此可以将未进行对数化处理的申因此可以将未进行对数化处理的申

请授权专利数量以及核心专利数量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泊松回归请授权专利数量以及核心专利数量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泊松回归，，结果表明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本文结论依

然稳健然稳健。（。（22））不同专利的创新来源不同不同专利的创新来源不同，，各企业对于自身前期专利成果的引用习惯也有所差各企业对于自身前期专利成果的引用习惯也有所差

别别。。由此由此，，本文利用剔除自引后的专利前向引用数据重新计算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剔除自引后的专利前向引用数据重新计算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结果表明，，本本

文结论保持不变文结论保持不变。（。（33））更换样本更换样本，，仅考虑创新型民营企业仅考虑创新型民营企业（（样本期内企业申请授权专利数量合样本期内企业申请授权专利数量合

计大于计大于11的企业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证明结果证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四四））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11..影响机制分析影响机制分析。。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已经阐明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已经阐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

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这里则将进一步对该机制进行检验这里则将进一步对该机制进行检验。。本文本文

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利息支出利息支出//负债总额负债总额））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通过对不同所有制通过对不同所有制

性质的企业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性质的企业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民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InterestInterest））始终高于国有企业和混始终高于国有企业和混

合所有制企业合所有制企业，，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民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将会快速下降民营企业的利息负债比将会快速下降。。同时同时，，表表55

中模型中模型11的实证检验结果也可以说明的实证检验结果也可以说明，，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民营企业进行混和所有制改民营企业进行混和所有制改

革将明显有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革将明显有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进一步地进一步地，，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这里根据各年度企业利息负债比这里根据各年度企业利息负债比

的中位数将全部企业分为融资约束较大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两组的中位数将全部企业分为融资约束较大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两组。。我们在进行与基准回归相同的我们在进行与基准回归相同的

检验后发现检验后发现（（参见表参见表55），），尽管组间差异不够显著尽管组间差异不够显著，，但从数值上看融资约束较大组的民营企业但从数值上看融资约束较大组的民营企业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都提升更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都提升更多。。由此由此，，结合前述分析可以结合前述分析可以

证明证明，，融资约束的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融资约束的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民营

企业中国有资本的加入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获取更加充裕的资金支持企业中国有资本的加入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获取更加充裕的资金支持，，从而将有效促进从而将有效促进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表5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Reform×TimeReform×Time

观测值观测值
调整调整RR22

组间差异组间差异

模型模型11
InterestInterest

--00..002002**
(-(-11..887887))

15673451567345
00..503503

模型模型22
PatentPatent

融资约束大融资约束大

00..040040******
((33..9191))

686517686517
00..4343

00..009009**

模型模型33
PatentPatent

融资约束小融资约束小

00..032032******
((33..8181))

764654764654
00..4141

模型模型44
Core_PCore_P7575

融资约束大融资约束大

00..020020******
((22..917917))

686517686517
00..396396

00..128128

模型模型55
Core_PCore_P7575

融资约束小融资约束小

00..014014******
((22..658658))

764654764654
00..349349

注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组间差异用于检验组间系组间差异用于检验组间系

数差异的显著性数差异的显著性。。

22..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根据前文假设根据前文假设22所述所述，，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因改革程度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因改革程度、、所在所在

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而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异质性影响而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异质性影响效效

应应。。由此由此，，这里将针对上述差异进行异质性检验这里将针对上述差异进行异质性检验（（参见表参见表66）：（）：（11））企业改革程度企业改革程度。。根据民营根据民营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的占比情况定义企业控股哑变量并构建交互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的占比情况定义企业控股哑变量并构建交互项（（Refor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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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tTime×Statee），），⑥⑥引入基准模型后进行检验可知引入基准模型后进行检验可知，，相较于民营资本控股相较于民营资本控股，，若改革后的企业由国有若改革后的企业由国有

资本控股资本控股，，则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将无明显变化则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将无明显变化，，但对于企但对于企

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却会显著降低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却会显著降低。（。（22））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根据前文特征事实根据前文特征事实

分析部分的做法设立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哑变量分析部分的做法设立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哑变量，，并仿照上文构建交互项并仿照上文构建交互项（（Reform×Time×ArReform×Time×Ar--

eaea））进行检验后可知进行检验后可知，，相较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差地区相较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差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好地区的民营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好地区的民营

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将会相对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将会相对

微弱微弱。（。（33））行业竞争程度行业竞争程度。。根据三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定义竞争程度哑变量根据三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定义竞争程度哑变量，，并构建交互并构建交互

项项（（Reform×Time×HHIReform×Time×HHI））引入基准模型后进行检验引入基准模型后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结果表明，，高度竞争行业中的民营企业高度竞争行业中的民营企业

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更加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更加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但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

升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显著升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显著。。由此由此，，基于上述检验基于上述检验，，本文的假设本文的假设22得以验证得以验证。。

表表66 异质性检验结果异质性检验结果

AA 企业改革程度企业改革程度

Reform×TimeReform×Time

Reform×Time×StateReform×Time×State

BB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民营经济发展程度

Reform×TimeReform×Time

Reform×Time×AreaReform×Time×Area

CC 行业竞争程度行业竞争程度

Reform×TimeReform×Time

Reform×Time×HHIReform×Time×HHI

PatentPatent

00..039039******

((44..518518))

--00..009009

(-(-00..812812))

00..040040******

((55..739739))

--00..025025****

(-(-22..061061))

00..014014******

((22..617617))

00..033033******

((66..494494))

CitationCitation

00..036036******

((44..286286))

--00..013013

(-(-11..150150))

00..034034******

((44..930930))

--00..018018

(-(-11..511511))

00..009009

((11..606606))

00..035035******

((66..176176))

Core_MeanCore_Mean

00..025025******

((33..751751))

--00..015015**

(-(-11..797797))

00..021021******

((44..007007))

--00..013013**

(-(-11..669669))

00..004004

((11..120120))

00..023023******

((55..847847))

Core_PCore_P7575

00..024024******

((33..844844))

--00..014014**

(-(-11..802802))

00..021021******

((44..171171))

--00..013013**

(-(-11..783783))

00..005005

((11..458458))

00..022022******

((55..327327))

注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五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构建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首先构建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检索系统的合并

数据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所具有的三个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所具有的三个

特征事实特征事实。。从所有制性质来看从所有制性质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具有更强的整体创新能中国民营企业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具有更强的整体创新能

力力，，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较为缺乏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较为缺乏。。从地区和行业维度看从地区和行业维度看，，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垄断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垄断

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也会更强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也会更强，，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仅与地区民营经但突破式创新能力却仅与地区民营经

济发展状况正向相关济发展状况正向相关，，与行业竞争程度并无明显关联与行业竞争程度并无明显关联。。

进一步地进一步地，，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具有准确认知的基础上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具有准确认知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本文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

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整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整

—— 87



企业经济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

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同时同时，，利用前述合并数据利用前述合并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采用双重差分法进

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

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

此外此外，，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

位位，，则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较民营资本保持控股时并无明显则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较民营资本保持控股时并无明显

变化变化，，而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却会显著降低而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却会显著降低。。同时同时，，民营经济发展较好地民营经济发展较好地

区的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区的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影响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影响

也会相对较弱也会相对较弱，，而处于高度竞争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处于高度竞争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对于企业整体创新能

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却会更为显著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却会更为显著。。

由此由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第一，，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

股民营企业股民营企业，，特别要对创新能力强特别要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以及成长性高的民营企业优先入股发展潜力大以及成长性高的民营企业优先入股，，以国有资以国有资

本为纽带本为纽带，，畅通企业融资渠道畅通企业融资渠道，，努力培育更多具有顶尖科技实力的优秀民营企业努力培育更多具有顶尖科技实力的优秀民营企业；；第二第二，，切实切实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准确把握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准确把握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既要充既要充

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要着力避免国有资本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特征也要着力避免国有资本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特征；；第三第三，，

分地区分地区、、分行业地有序推进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分行业地有序推进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竞争竞争

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及时解决改革中的重点及时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难点问题，，尽快形成可复尽快形成可复

制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可推广的经验模式；；第四第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努力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努力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加快推动天使投资加快推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投资方式的规范化发展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投资方式的规范化发展，，为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

创新活动的开展真正建立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创新活动的开展真正建立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

注注 释释：：

①①如未额外说明如未额外说明，，下文中的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皆为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下文中的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皆为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

②②当专利具有多个当专利具有多个IPCIPC分类号大类时分类号大类时，，对该专利所处全部技术领域的平均前向引用次数进行再平均对该专利所处全部技术领域的平均前向引用次数进行再平均，，作为下一步的缩减标作为下一步的缩减标

准准。。同时同时，，若该专利当年所处位置在其任一技术领域的若该专利当年所处位置在其任一技术领域的7575%%分位数水平及以上时分位数水平及以上时，，即将该专利识别为核心专利即将该专利识别为核心专利。。

③③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仅更新至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仅更新至20132013年年，，因此本文无法为因此本文无法为20132013年之后的专利数据匹配出对应企业年之后的专利数据匹配出对应企业。。

由此由此，，为保证本文所得结论的时效性为保证本文所得结论的时效性，，我们还利用中国我们还利用中国AA股上市公司股上市公司20032003——20172017年的专利与企业匹配数据就民营企业创新能年的专利与企业匹配数据就民营企业创新能

力的三个特征事实进行了相应检验力的三个特征事实进行了相应检验，，所得结论与正文中列示部分基本一致所得结论与正文中列示部分基本一致，，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之间创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之间创

新能力的差距却大幅缩小新能力的差距却大幅缩小。。这一结果表明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的上市过程也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筛选过程企业的上市过程也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筛选过程，，若仅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对于企若仅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对于企

业的创新能力展开研究将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偏误业的创新能力展开研究将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偏误。。由此由此，，限于篇幅要求限于篇幅要求，，且为保证正文中列示的结果更为全面准确且为保证正文中列示的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我们

将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得到的结果留存备索将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得到的结果留存备索。。

④④本文对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四个指标以及企业年龄加本文对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四个指标以及企业年龄加1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对企业资产规模和人均资本直接进行对数对企业资产规模和人均资本直接进行对数

化处理化处理。。

⑤⑤限于篇幅限于篇幅，，其它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其它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⑥⑥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占比大于民营资本占比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占比大于民营资本占比，，则则StateState记为记为11，，否则记为否则记为00；；若企业所在区域的非国有若企业所在区域的非国有

经济发展评分大于当年全国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评分的中位数经济发展评分大于当年全国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评分的中位数，，则则AreaArea记为记为11，，否则记为否则记为00；；若企业所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若企业所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

数小于当年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的中位数数小于当年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的中位数，，则则HHIHHI记为记为11，，否则记为否则记为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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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Fact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Characteristic Fact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From the Perspective of““Reverse Mixed ReformReverse Mixed Reform””Based on the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by Private EnterprisesIntroduc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by Private Enterprises

Zhu LileZhu Lile11 Wu FuxiangWu Fuxiang22 Li XueLi Xue33

Abstract:Abstract: Und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idely existinger the background of widely existing““fraudulent innovationfraudulent innovation””andand““strategic innovationstrategic innovation””at the level ofat the level of

current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mbined data of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current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mbined data of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China patent database and Google Patent retrieval system, and uses the data to sort out three characteristic facts of theChina patent database and Google Patent retrieval system, and uses the data to sort out three characteristic facts of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detail. On this basis, theoveral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detail.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by introducing state-owned capital into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mainpaper proposes tha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by introducing state-owned capital into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main--

ly alleviate the credit discrimination suffered by enterprises due to thely alleviate the credit discrimination suffered by enterprises due to the““ownership backgroundownership background””, thereby effectively, thereby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empirical testpromoting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above combin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of the above combin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the effect will be different due to theinnovation ability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the effect will be differ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reform of enterprise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ivate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the difdifferent degree of reform of enterprise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ivate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the dif--

ferent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actively promote state-owned capferent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actively promote state-owned cap--

ital to inves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n various ways, but accurately grasp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 addiital to inves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n various ways, but accurately grasp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 addi--

tion, we should also support the preferential re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poor private ecotion, we should also support the preferential re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poor private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es with relatively strong competition, so as to form a replicable and promotable experi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es with relatively strong competition, so as to form a replicable and promotable experi--

ence model as soon as possible.ence model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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