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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府融资对微观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渠道和资金竞争渠道。价格竞争渠道是指政府债务

与企业债务作为两种不同风险类型的资产会在收益率上形成竞争关系。资金竞争渠道是指金融机构出于监管要求，

偏好持有政府债券等安全资产，一旦政府债券发行量增加，就会减少对微观企业的资金配置。

治理转型视域：城投债扩张与企业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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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城投债和非金融企业微观财务数据，基于债务治理转型视角，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广义倍差法量化评估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治理转型前，具有隐

性担保属性的城投债通过“资金组合效应”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杠杆率；治理转型后，

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机制失去效力。异质性分析表明：治理转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

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负债期限和杠杆类型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效应评估结果显示：治理转型对非国

有企业短期融资、国有企业长期融资和借贷融资渠道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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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新时代三大攻坚战之一以来，政府债务风险及其所衍生的经济后果

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政府性债务与企业融资的关系更是引起激烈争论。从全球视域看，

中国宏观杠杆率整体可控，但是杠杆结构不太合理。研究表明，中国债务杠杆高企主要集中于地方政

府和国有企业两端，尤其是融资平台作为连接两端的载体，依托政府信用背书累积了大量政府性债务

（李扬等，２０１５）［１］。根据Ｗｉｎｄ数据统计，融资平台的城投债发行规模从２００９年的０３２万亿元上升
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７６万亿元，以年均４０．５％的增速上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经济增速不
断放缓，经济运行过程中所累积的潜在矛盾开始爆发，政府性债务风险和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更是成为制约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田国强和赵旭霞，２０１９）［２］。
企业的融资活动关系到能否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提升经营绩效和拓宽发展战略，其融资行为除了

受到所处行业、所有制、成长周期等自身特征的约束外，还与外部融资环境密切相关。针对外部融资

环境，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行为视角对企业融资行为展开定量研究（李维安等，２０１５；卢盛峰和陈思
霞，２０１７；朱军等，２０２０）［３～５］。关于政府性债务对实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学界持有三种不同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性债务会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增加社会总需求，对企业

投融资产生挤入效应（ＤｒｅｇｅｒａｎｄＲｅｉｍｅｒｓ，２０１６）［６］。第二种观点从“资产组合理论”①出发，认为过度
的政府性资金需求会扭曲信贷资源配置，推高资金使用成本，降低企业投融资规模（范小云等，２０１７；

·６３·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７～８］。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投资类型会影响政府性债务与微观企业的关系。若政
府性融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领域，则会对微观企业的投融资产生挤入效应；若政府性融资用

于政府消费性支出，则对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具有挤出效应（ＴｒａｕｍａｎｄＹａｎｇ，２０１５）［９］。
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向辖区居民提供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而直接举借债务，或由地

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融资平台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其中，融资平台所发行的城投债作为中国的

“准市政债”致力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研究主要关

注由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所累积的政府性债务。城投债与实体企业融资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一方面，城投债具有隐性担保属性，容易获得资金青睐，诱发对实体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

城投债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的改善会对企业融资产生挤入效应。现有研究认为城

投债的隐性担保属性会进一步加剧实体企业的融资约束。针对融资平台所累积的债务风险及其所衍

生的经济后果，国务院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简称国
发〔２０１４〕４３号文），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修订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权，敦促各地
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由此，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实现全面

转型。

图１　城投债规模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演进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金融终端（ＷＦＴ）和ＣＮＲＤＳ数据库①。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行为等外部融资环境角度展开研究，而基于债务治理转型视角研究政府性

债务对企业融资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部分文献通过收支相抵法估算政府性债务，基于地方债管理

体制改革视角探究政府性债务对微观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梁若冰和王群群，２０２１）［１０］，但缺乏从时间
异质性和政策评估层面剖析债务治理转型过程中持续扩张的城投债对微观企业融资的影响。非金融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资约束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难点问题。图１绘制了债务治理
转型前后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规模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演化情况。由图１可知，无论是治理
转型前还是转型后，城投债发行规模一直保持着持续扩张的态势，但是在转型政策干预期间，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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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城投债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金融终端（ＷＦＴ），在计算城投债发行总量时，手工剔除了万得数据库中的跨市场重
复记录债券。城投债规模为城投债发行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数据库，坐标
轴为图１左侧。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来源于ＣＮＲＤＳ数据库，资产负债率为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本负债
率为企业总负债与投资的总资本之比，坐标轴为图１右侧。



反映账面价值的“资产负债率”还是反映实际运营的“资本负债率”，均表现出逐渐平缓的演进趋势。

基于城投债发行规模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指标演化的初步经验观察，本研究试图厘清的问题是：持续

扩张的城投债对非金融企业融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后，持续扩张的城投债对非

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其内在影响机制是什么？若债务治理转型对城投债扩张与非

金融企业融资的关系存在影响，那么其治理效应如何？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三点边际贡献：第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基于持续扩张的城投

债，观察其在债务治理转型过程中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机制，为宏观治理提供微观证据支持；第二，采用

广义倍差法识别债务治理转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效应，更精确地反映了债务治理转型的成效；第三，

从企业杠杆类型角度出发，更为深入地考察债务治理转型对非金融企业债券和借贷两种融资渠道的

具体影响，为政府性债务风险治理和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框架，提供

指标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从企业层面的多个维度对城投债扩

张的影响展开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通过融资约束中介效应检验和广义倍差法，研究城投债扩张对非

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机制以及转型效应；第七部分总结全文，展望转型治理前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鉴于融资平台累积的政府性债务风险及其所衍生的经济后果，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国家
多部委密集出台政策①，推进债务风险治理模式转型。为了更好地分析债务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

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机制，参考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２０１０）［１１］的模型设定，假定市场中仅涉及投资者、
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同时，参照车树林（２０１９）［１２］以及刘穷志和白云（２０２０）１３］等的研究，假定市场
上仅存在三种投资产品：政府性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与其不同的是政府性债券仅考虑城投债。现

有研究表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投融资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

（一）基本模型设定

１．投资者
假设市场上存在以银行为主的投资者，资金持有量为Ｓ，投资者只在城投债、企业债券和股票之间

做投资选择。投资者通过搭配投资品种获取投资收益，其效用函数为：

Ｕｔ＋１ ＝Ｕ（ｎｇＳ（１＋ｒｇ）＋ｎｂＳ（１＋ｒｂ）＋（１－ｎｇ－ｎｂ）Ｓ（１＋ｒｅ））＋ｕ（αｎｇ＋ｎｂ）Ｓ （１）
其中，ｎｇ、ｎｂ和１－ｎｇ－ｎｂ分别为城投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投资权重，ｒｇ、ｒｂ和ｒｅ为对应的税后投资回
报率。在不考虑流动性偏好的情况下，投资者持有收益相对稳定的债券可获得额外效用 ｕ（·），ｕ′（·）
≥０且ｕ″（·）≤０。参数α用以衡量城投债与企业债券之间的可替代性，α∈［１，＋∞）。由此可知，当
投资者全部持有政府债券时可获得最大额外效用，此时，ｕ′（·）＝０。因此，投资者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ｎｇ，ｎｂ
Ｕｔ＋１ ＝Ｕ（ｎｇＳ（１＋ｒｇ）＋ｎｂＳ（１＋ｒｂ）＋（１－ｎｇ－ｎｂ）Ｓ（１＋ｒｅ））＋ｕ（αｎｇ＋ｎｂ）Ｓ （２）

求解得投资者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ｒｅ－ｒｂ ＝ｕ′（αｎｇ＋ｎｂ） （３）
ｒｅ－ｒｇ ＝αｕ′（αｎｇ＋ｎｂ） （４）
２．非金融企业
假定市场中存在无差异的非金融企业，企业在ｔ期需要资金Ｋ，在ｔ＋１期获得产出Ｆ（Ｋ）。资金Ｋ

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完成融资。企业杠杆率为ｄ＝ＢＫ，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边际成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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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涉及的一揽子治理转型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４３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的通知》（财预〔２０１４〕３５１号）以及２０１５年修订生
效的新《预算法》。同期其他相关政策文件限于篇幅未列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为ｒｅ和ｒｂ。企业通过选择杠杆率实现收益最大化：

ｍａｘ
ｄ
Ｆ（Ｋ）－ｄＫ（１＋ｒｂ）－（１－ｄ）Ｋ（１＋ｒｅ）－

β
２（ｄ－σ）

２Ｋ－ω（１－ｄ）Ｋｔ（ｎｇ） （５）

其中，
β
２（ｄ－σ）

２Ｋ为企业偏离目标融资结构的间接融资成本，主要包括税收、代理成本等。ω（１－

ｄ）Ｋｔ（ｎｇ）为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仓储成本等。城投债主要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
施，因此ｔ（ｎｇ）是城投债的减函数，ｔ′（ｎｇ）＜０。对式（５）进行最优化求解可得：

ｒｅ－ｒｂ ＝β（ｄ－σ）－ωｔ（ｎｇ） （６）
３．均衡
在市场均衡条件下，投资者的资金供给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城投债的资金需求应该相等。即：

Ｓ＝Ｇ＋Ｅ＋Ｂ＝Ｋ＋Ｇ （７）
结合资金需求方的资金关系，可得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投资者债券份额之间的关系为：

ｎｂ ＝ｄ（１－ｎｇ） （８）
结合式（３）、式（６）和式（８）可得均衡条件为：
ｒｅ－ｒｂ ＝β（ｄ－σ）－ωｔ（ｎｇ）＝ｕ′（αｎｇ＋ｎｂ） （９）
（二）治理转型的制度影响

根据式（９），两边对ｎｇ求导，可得：

ｄ

ｎｇ
＝
（α－ｄ）ｕ″（ｄ（１－ｎｇ）＋αｎｇ）＋ωｔ′（ｎｇ）
β－（１－ｎｇ）ｕ″（ｄ（１－ｎｇ）＋αｎｇ）

（１０）

由ｕ″（·）≤０以及β＞０可知，式（１０）的分母符号为正。在债务治理转型前，融资平台承担着政府
融资职能，城投债具有政府隐性担保属性，以银行为主的投资者会更偏好于城投债；同时，根据资产组

合理论，城投债大量发行将会导致城投债价格下降和到期收益率上升，投资者在考虑自身资产组合

时，会更加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城投债，因此α＞１，（α－ｄ）ｕ″（ｄ（１－ｎｇ）＋αｎｇ）的符号为非正。而
基建挤入效应则是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成本，进而提

高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扩大企业生产性投资。ω＞０，ｔ（ｎｇ）是城投债的减函数，ｔ′（ｎｇ）＜０，
ωｔ′（ｎｇ）的符号也为负，由此可知，式（１０）的分子符号为负。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具有挤出
效应。因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的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债务治理转型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城投债市场化转型。

城投债失去政府隐性担保属性之后，由政府性债券转变为企业债券。其隐性担保属性对非金融企业融

资产生的挤出效应消失。投资者对城投债和企业债券的选择偏好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衡量城投债与

企业债券之间的替代性α会显著减小。当替代性减小到两者相等时，α＝１，与之相应，式（１０）的绝对
值也会随之减小，即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会显著减少。因此提出第二个研究

假设：

假设２：在债务治理转型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显著减少。

三、实证分析框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债务治理转型视域下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比

债务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评估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

业融资的转型效应。

第一，为考察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参考王竹泉等（２０１９）［１４］的研
究，选取资产负债率（总债务／总资产，Ｌｅｖｅｒａｇｅ）作为企业杠杆率的衡量指标。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债务
规模（Ｃｉｔｙ＿Ｂｏｎｄ），使用地市级城投债发行规模与地市级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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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计量模型检验，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回归分析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β０＋β１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φ′Ｘｉｔ＋ｃｉｔｙ＋λｙｅａｒ＋μｉｎｄ＋εｉｔ （１１）
其中，下标ｉ代表企业，ｔ代表时期。被解释变量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为非金融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Ｘｉｔ为一组控
制变量；ｃｉｔｙ为城市固定效应；λｙｅａｒ为年份固定效应；μｉｎｄ为行业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为评估政府债务治理转型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转型效应，参考Ｂａｉ和Ｊｉａ（２０１６）［１５］的研究，
使用广义倍差法评估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使用广义倍差法的重要前提是：虽然所

有个体均同时受到政策冲击，但是政策对于每位个体的影响力度不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组。

每个城市的城投债发行规模不同，在债务治理转型后，非金融企业受到政策冲击的程度也不同。因此，

选择广义倍差法评估债务治理转型对非金融企业的转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β０＋β１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β２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Ｐｏｓｔｔ＋φ′Ｘｉｔ＋ｃｉｔｙ＋λｙｅａｒ＋μｉｎｄ＋εｉｔ （１２）
其中，Ｐｏｓｔｔ代表债务治理转型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即２０１５年及以后年份Ｐｏｓｔ取值为１，其余时间取
值为０。２０１５年各地区非金融企业同时受到政策冲击，但是由于各地区城投债发行规模不同，非金融企
业融资所受到的政策冲击强度也存在差异。因此，使用城投债发行规模和债务治理转型政策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来刻画债务治理转型强度。交互项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Ｐｏｓｔｔ之前的系数β２是本研究关心的转型效
应，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１１）相同。

（二）指标与数据说明

参考以往的研究（刘晓光和刘元春，２０１９；刘畅等，２０２０）［１６～１７］，分别选取宏观城市特征变量和微
观企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宏观城市特征变量为：经济增长（采用城市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衡量）和财政支出（采用各城市人均财政支出的对数衡量）；微观企业特征变量为：企业规模（采用企

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现金水平（采用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总资产之比衡量）、担保价值（采用

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年龄（采用当期年份与成立年份的时间间隔衡量）和股权集

中度（采用前五大股东的股份之和占总股份的比例衡量）。

本研究的城投债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金融终端”（ＷＦＴ）。按照学界通常的处理方式，将“万得
口径”与“银监会口径”定义的城投债进行手工合并处理，剔除跨市场重复记录，按照万得资讯提供的

“城投债行政级别”进行逐年加总，得到样本期内各地市城投债发行规模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非金融

上市企业的数据和地市级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数据研究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数据库。对于非金融
企业，根据融资平台名单并剔除了属于融资平台的非金融企业。融资平台的迅猛发展始于“金融海

啸”之后，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城投债和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此外，基于各变量衡量指标剔除了数据缺失和资不抵债的公司样本，并对数据样本分别进行１％
的双边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变量性质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产负债率 ％ 因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３９．３３６ １９．１０１ ４．８６０ ８５．８５０

债务规模 ％ 核心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３．３５４ ２．５６１ ０．０３３ １９．７１０

担保价值 ％ 微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２０．８４０ １４．９４０ ０．２２３ ６９．８００

现金水平 ％ 微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４．１５９ ６．４８７ －１８．４３０ ２３．２５０

企业年龄 年 微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１６．９６０ ５．１９８ ６ ３３

企业规模 亿元 微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７５．４９０ １６０．８００ ３．４３２ １８８３

股权集中度 ％ 微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５３．８９０ １４．５８０ １９．１７０ ８７．７８０

经济增长 ％ 宏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８．９４４ ２．２７８ ３．６００ １６．４００

财政支出 元／人 宏观变量 １６９８２ ２４３０３ ２３６６６ ３３８２ １１３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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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１可知，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城投债发行规模皆存
在明显个体差异。企业资产负债率最小值为４８６０％，最大值为８５８５０％；城投债发行规模最小值为
００３３％，最大值为１９７１０％，说明不同城市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样，非金融企业的
资产负债率也存在巨大差异。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也存在高变异度，这为研究转型视域下城

投债扩张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以２０１５年债务治理转型时点为分界点，将样本分为转型前（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和转型后（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两个子样本，分别考察债务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由表２第
（１）－（３）列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投债扩张降低了企业杠杆率，并且负向影响在转型
前更为显著。由表２第（４）－（６）列可知，在进一步控制固定效应之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杠
杆率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０２０６个百分
点。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达到０３１６个百分点，并且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在债务治理转型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负向影响消失。说

明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和隐性担保使得城投债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导致资产

组合的挤出效应大于基础设施等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融资产生的挤入效应。虽然在理论分析中为了

方便分析，假设只存在企业债，但是由资产组合效应可知，在资金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流向城投债的资

金增多必然会导致流向企业的资金减少，包括企业的借贷资金。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２９６ －０．５１３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６ －０．３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１）

担保价值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２８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现金水平
－０．５０９ －０．４５８ －０．５６６ －０．４１８ －０．４０８ －０．４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２６４ ０．５５２ ０．１３１ ０．２２７ ０．５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５）

企业规模
８．７９２ ９．４４９ ８．４０７ ８．３１７ ８．８０２ ７．９２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８０）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６） （０．３１６） （０．２２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１４０ －０．１８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经济增长
０．９１６ ０．５５３ ０．３９５ ０．３４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４５）

财政支出
－０．０９５ －１．０２３ ０．７４０ ０．２６２ －３．３３２ １．２４８

（０．３２３） （０．４３７） （０．３３５） （１．３８０） （２．２９３） （１．８１３）

地区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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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时间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９８２ ７８１８ ９１６４ １６７７０ ７６９５ ９０５２

Ｒ２ ０．３６１ ０．４０５ ０．３４３ ０．４５４ ０．５０１ ０．４４６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处理
内生性问题会极大降低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就本研究探讨的问题而言，一方面，企业扩大投资会

激励政府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提高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另一方面，城投债主要投向基

础设施建设，而营商环境的改善又会反向刺激企业的投融资需求，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一般而言，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性和自身严格外生性两个条件。参考以往的研究，

分别采用城投债发行规模偏离度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展开内生性分析。其中，城投债发行规模偏离度主要借鉴毛捷等（２０１９）［１８］的工具变量构造方法，将
当地城投债发行规模减去全国其他省份当年地级市层面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均值。而土地出让金收入

的选取则参考刘穷志和白云（２０２０）［１３］的做法，一方面，土地作为城投债发行的主要质押抵押物，土地
出让金收入与城投债发行规模存在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与企业融资不存在直接关

联，为了避免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导致的间接影响，选取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城投债发行规

模的工具变量。表３汇报了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回归结果。
为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分别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从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可

知，弱工具变量检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的Ｆ统计量远大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工具变量
检验的临界值，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ＬＭ统计量（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
识别不足的原假设，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条件。由表３可知，与基准分析结果相比，两种工具变量
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３　工具变量法

城投债发行规模偏离度 土地出让金收入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１９５ －０．３６２ ０．０３３ －０．８１８ －３．７７６ －０．３２６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１） （０．２９１） （０．８０１） （０．２４１）

担保价值
０．１５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现金水平
－０．５０２ －０．４８０ －０．５４７ －０．５０３ －０．４６０ －０．５６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企业年龄
０．３５９ ０．６６５ ０．１４４ ０．３１６ ０．６３５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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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城投债发行规模偏离度 土地出让金收入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企业规模
８．７８５ ９．３７２ ８．３３４ ８．７２７ ９．３２９ ８．３４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３）

股权集中度
－０．１３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经济增长
０．３１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３８０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７）

财政支出
０．１７６ －３．４５５ ２．５０５ ２．０８２ ２．６００ ２．１２６

（１．４１３） （２．７０９） （２．６３６） （０．２８１） （０．５００） （０．３５７）

第一阶段

回归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ＫＰ－ＬＭ ２３１５．１２ １０３９．５８ ９１８．５７ ４２２．１９ １４８．６９ ４６５．５６

ＫＰＷ－Ｆ ６．６ｅ＋１０ １．７ｅ＋１０ ７．３ｅ＋１１ ４９４．３６ １４３．６４ ６３３．４０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９８２ ７８１８ ９１６４ １６４６７ ７４６９ ８９９８

Ｒ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５６ ０．３８３ ０．３７０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２．替换变量
在基准模型中，企业杠杆率设定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参考现有文献（刘穷志和白云，

２０２０）［１３］，更换企业杠杆率的测度方法，采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本的比值来衡量。其中，总资本的测
算方法为：总资本 ＝总资产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预付账款减值 ＋其他应收款减
值）－（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税费＋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交易性金融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由表４第（１）－（３）列可知，替
换企业杠杆率的衡量方式之后，回归结果并未改变基准分析的结论。进一步，将债务规模的衡量方式替

换为人均债务规模来考察结论的稳健性。人均债务规模等于各地市城投债发行总额与城市常住人口之

比，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４）－（６）列所示，人均债务规模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分析结论保持一致。

表４　替换变量法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３８１ －０．６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４７４ －０．６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１） （０．２２７） （０．２４５）

担保价值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３ ０．１３１ ０．２１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９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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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现金水平
－０．４２９ －０．３９５ －０．４９３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３６１ ０．８３４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３ ０．４９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５）

企业规模
１２．８６２ １３．９１９ １２．１６９ ８．１６５ ８．４９７ ７．８８２

（０．３８３） （０．５６１） （０．３９３） （０．２１４） （０．３１２） （０．２２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８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经济增长
０．４７６ ０．３８８ －０．１９０ ０．３５３ ０．２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５）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５）

财政支出
－０．５８７ －５．３１６ ２．５８３ ０．３３２ －４．１８４ １．０５０

（２．３９９） （４．０５３） （３．２０２） （１．３８７） （２．３３２） （１．８１５）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６４５ ７６２３ ８９９８ １６５５８ ７５２４ ９０１０

Ｒ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４８ ０．４００ ０．４４６ ０．４８７ ０．４４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异质性分析

（一）产权异质性分析

与民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其自身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更容易在融

资市场上获得资金的青睐（纪洋等，２０１８）［１９］。产权性质差异使得两者在治理转型改革中受到的政策
冲击也会有所不同。将非金融企业样本按照所有制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

行回归分析，考察因产权差异导致的治理转型效果的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５。由表５第（１）－（３）列
可知，债务规模的估计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城投债扩张对国有企业融资并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

应。进一步，在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影响也未产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国有

企业在债务治理转型中所受到的政策冲击较小。由表５第（４）－（６）列可知，债务规模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且在治理转型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如第（４）列所示，城投债发行规模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少０．３９４个百分点。由第（５）列可知，在治理转型前，
城投债扩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相对于全样本多了０．１０１个百分点；在治理转型后，城投债
扩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影响不再显著。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在经济发展脱

虚向实的背景下，这一发现为债务治理转型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４４·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表５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０１７ －０．２０１ ０．０９７ －０．３９４ －０．４９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７）

担保价值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８ ０．２３９ ０．２６８ ０．２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６）

现金水平
－０．３７５ －０．３４２ －０．４３４ －０．３９１ －０．３８２ －０．４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企业年龄
０．３７７ ０．５３９ ０．２４６ ０．１５５ ０．４３６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５）

企业规模
７．５０７ ７．４６５ ７．４６１ ８．５１２ ９．４９１ ８．０３４

（０．３９５） （０．５０４） （０．４４０） （０．２８０） （０．４７０） （０．２８４）

股权集中度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２）

经济增长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１ －０．４６９ ０．４２０ ０．２８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３）

财政支出
－４．３１６ －０．３０３ －２．６８５ ３．６９７ －１．５５９ ２．８４５

（２．１９４） （３．１７１） （３．２２１） （１．８００） （３．０８８） （２．２８１）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０９８ ３２５７ ２８２１ １０６６０ ４４１６ ６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６９ ０．４７０ ０．５２４ ０．４３５ ０．５１１ ０．４２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负债期限异质性分析

一般认为，资金供给者出于资金安全性考量，在进行投资时，除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外，对资金期限

配置也存在选择偏好。资金供给者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获取稳定收益，在投资城投债时，会倾向于选择

期限较短的城投债。资金供给者的投资期限偏好选择会对企业融资期限产生不同冲击。为考察城投

债扩张对企业不同融资期限的影响，选取非金融企业的短期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总资产）和长期资
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进一步考察其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后的影响差异。
如表６第（１）－（３）列所示，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企业的短期资产负债率下降０１６３个
百分点，并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在治理转型前更是显著下降了０２０８个百分点。由表６
第（４）－（６）列可知，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长期资产负债率的挤出效应则相对较小，在治理转型
前也只达到０１５２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资金供给者本身对于长期投资的配置规模较
小，使得城投债扩张对企业长期融资的挤出效应相对有限；二是城投债的长期融资相对于企业长期融

资可能并不具有明显优势，这归因于城投债投资项目具有收益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以及提供

隐性担保的地方政府存在官员更替和财政失衡问题（郭玉清等，２０２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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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负债期限的异质性分析

短期资产负债率 长期资产负债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１６３ －０．２０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１）

担保价值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现金水平
－０．３０６ －０．２９８ －０．３３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企业年龄
０．１７７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５）

企业规模
５．２１３ ５．４３０ ５．０９７ ３．１０５ ３．３７４ ２．８２８

（０．２１２） （０．３０８） （０．２１９）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１１４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经济增长
０．２４０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８）

财政支出
０．００５ －３．５０９ １．６１２ ０．２７０ ０．３２５ －０．３６０

（１．３５５） （２．１７４） （１．７１４） （０．７８５） （１．３７６） （１．０１４）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７７８ ７７０３ ９０５２ １６７７７ ７７０３ ９０５１

Ｒ２ ０．３０７ ０．３４８ ０．３１４ ０．４４３ ０．４７４ ０．４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基于企业规模的信贷歧视或许是中国金融体系下的一种普遍现象（姚耀军等，

２０１５）［２１］。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财务会计制度不够完善，导致融资市场很难了
解到其真实经营状况，资金供给方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ＨａｕａｎｄＯｕｙａｎｇ，
２０２０）［２２］。除此之外，大型企业同时还具备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资金供给者由于企业规模异质性
而产生的偏好选择是否会影响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冲击？若存在，这种影响在债务治理转型前

后是否会发生变化？本研究根据企业规模衡量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

果如表７所示。由表７第（１）－（３）列可知，城投债扩张对大型企业的融资未产生显著挤出效应，并且
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后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如表７第（４）列所示，债务规模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显著性
水平上影响显著，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０．２３９个百分
点。由表７第（５）－（６）列可知，城投债扩张对中小型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在债务治理转型前后发生
了显著变化。在治理转型前，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
０３５１个百分点，并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在治理转型后，城投债扩张对中小型企业的挤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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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消失。以上结果表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融资的挤占会因为企业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相对

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在治理转型后，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缓解。

表７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０８６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８ －０．２３９ －０．３５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５）

担保价值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６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现金水平
－０．３９８ －０．３２９ －０．４３１ －０．３４４ －０．３４４ －０．３７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企业年龄
０．１７５ ０．３７２ ０．１０３ ０．２９３ ０．６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８）

企业规模
１１．４５７ １２．１２０ １１．０７７ １６．５７１ １６．０７８ １６．７９７

（０．３７３） （０．５６７） （０．３８１） （０．５４６） （０．６８７） （０．６９０）

股权集中度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经济增长
０．１９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 ０．４１９ ０．１１２ －０．２７０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２） （０．２５９）

财政支出
－３．５６０ －３．７７６ －１．８６１ ３．２４３ －１．８７２ ５．３７８

（１．７５３） （３．２６２） （２．１１３） （１．９９０） （２．９３６） （２．９６５）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２２０ ３０３６ ５１５１ ８５３３ ４６２５ ３８７６

Ｒ２ ０．５６６ ０．６２５ ０．５５１ ０．４６８ ０．５２１ ０．４５５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杠杆类型异质性分析

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借贷融资和债券融资

（梁若冰和王群群，２０２１）［１０］。尽管为了方便分析，在理论假设部分设定只存在企业债券，但是基于资
金组合效应，除了企业债券融资以外，城投债扩张也可能会对企业借贷融资产生影响。本研究按照杠

杆类型将企业杠杆分为债券杠杆和借贷杠杆，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考察其在治理转型前后的影响变

化，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８。其中，债券杠杆设定为企业应付债券余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借贷杠杆则采用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由表８第（１）－（３）列可知，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债
券杠杆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治理转型前后产生了显著变化。在治理转型前，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债

券杠杆存在负向影响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企业债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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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杠杆降低０．２０１个百分点；在治理转型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债券杠杆的负向影响消失。如表８第
（４）－（６）列所示，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借贷杠杆同样存在挤出效应。在治理转型前，城投债扩张对企
业借贷杠杆存在负向影响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城投债发行规模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企
业借贷杠杆降低０．０６５个百分点。在治理转型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借贷杠杆的挤出效应消失。以
上回归结果表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债券融资和借贷融资皆产生了挤出效应。在治理转型后，尽管城

投债的扩张趋势并未改变，但是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消失。可能的原因是：城投债失去政府的信用

背书和隐性担保之后，城投债扩张的资金组合效应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与城投债改善基础设施等

营商环境带来的挤入效应相互抵消。

表８　杠杆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债券杠杆 借贷杠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债务规模
－０．０８８ －０．２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３）

担保价值
０．２３１ ０．２７０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现金水平
－０．４２２ －０．４４２ －０．４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企业年龄
０．０８１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企业规模
３．４７７ ３．６６２ ３．２９１ １．０４８ １．０６７ ０．９９７

（０．１６９） （０．２４５）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经济增长
０．２４６ ０．１７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财政支出
０．８１７ －１．８９２ １．６５０ ０．７２７ １．７４７ －０．４９５

（１．０６７） （１．６８８） （１．３１１） （０．３４０） （０．６３７） （０．５９０）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７７８ ７７０３ ９０５２ １６７７８ ７７０３ ９０５２

Ｒ２ ０．３７０ ０．４１１ ０．３５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５ ０．２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治理效应的拓展分析：中介检验与转型测度

（一）中介效应计量结果

在治理转型前，融资平台承担着政府的融资职能，其所发行的城投债具有政府隐性担保属性。前

文的计量结果表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的融资具有显著挤出效应。城投债的隐性担保属性会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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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投资者的选择偏好，进而推高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成本，强化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在治理转

型后，国家相关政策明确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失去隐性担保属性的城投债对企业融资的挤

出效应消失。为厘清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机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治理转型

前后城投债扩张与企业融资之间的影响机制展开计量分析：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β０＋β１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φ′Ｘｉｔ＋ｃｉｔｙ＋λｙｅａｒ＋μｉｎｄ＋εｉｔ （１３）
ＣＦＳｉｔ＝α０＋α１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Ｚｉｔ＋ｃｉｔｙ＋λｙｅａｒ＋μｉｎｄ＋τｉｔ （１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β０＋β１Ｃｉｔｙ＿Ｂｏｎｄｉｔ＋β２ＣＦＳｉｔ＋φ′Ｘｉｔ＋ｃｉｔｙ＋λｙｅａｒ＋μｉｎｄ＋εｉｔ （１５）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Ｘｉｔ和Ｚｉｔ是控制变量组，β、φ、α和是系数向量，εｉｔ和τｉｔ是随机
误差项。中介效应模型纳入的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包括担保价值、现金水平、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股

权集中度、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模型（１３）与模型（１１）对应，模型（１４）和模型（１５）是以企业融资约
束（ＣＦＳｉｔ）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两步展开中介检验。

第一步，检验模型（１４），观察城投债扩张是否影响了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若影响显著，则将企
业融资约束变量纳入模型（１３），观察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而分离出城投债扩张对非金
融企业融资的直接和间接挤出效应。

表９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融资约束
－０．０１９ －０．３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２１）

债务规模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２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１）

担保价值
０．００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现金水平
０．０２４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４０６ ０．０４０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１２１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９ ０．４８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５）

企业规模
０．１８６ ８．２６８ －０．００８ ８．８１９ ０．３６７ ７．９３０

（０．１４１） （０．２１６） （０．０６５） （０．３２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２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９）

经济增长
０．０２８ ０．２１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５）

财政支出
－１．６７９ ０．７３７ －１．５９９ －３．５５９ －０．４５４ １．２４２

（１．１２３） （１．４００） （０．５１２） （２．６２１） （１．６８７） （１．８１３）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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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全样本 转型前 转型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融资约束 资产负债率

观测值 １５６１９ １５６１９ ６５４４ ６５４４ ９０５２ ９０５２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４４９ ０．１５７ ０．５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４４６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参考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等（２０１１）［２３］和Ｈｏｖａｋｉｍｉａｎ（２００９）［２４］的研究，以资产增长率相对于现金流的敏感
性为基础，定义企业融资约束指标ＣＦＳ。借鉴Ｈｏｖａｋｉｍｉａｎ（２００９）［２４］的两阶段方法，考虑到现金流不是
影响企业资产增长率的唯一因素，企业资产增长模型如下：

Ａｓｓｅｔｓｇｒｏｗｔｈｉｔ＝ξ０Ａｓｓｅｔｓｇｒｏｗｔｈｉｔ－１＋ｆ（ＣＶｉｔ）＋ｃｉｔｙ＋μｉｎｄ＋λｙｅａｒ＋εｉｔ （１６）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εｉｔ表示计量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另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
模、企业年龄、企业担保价值、企业销售增长率和企业所有类型的虚拟变量等重要因素。回归模型中

还加入了企业所处地区、二分位行业以及年份的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第二步，利用第一阶段资产模型估计得到的 εｉｔ来计算企业资产增长率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指标。
若一家企业的资产增长率未受到现金流的影响，则企业资产增长率均值在高现金流时期和低现金流

时期不会存在显著差异；若企业资产增长率受到现金流的影响，那么经过现金流加权的随机扰动项均

值与未经过现金流加权的随机误差项均值应该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企业资产增长率现金流敏感性

指标变量ＣＦＳ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ＦＳｉｔ＝∑
Ｎ

ｔ＝１
（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Ｔｏ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ｉｔ

∑
Ｎ

ｔ＝１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Ｔｏ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ｉｔ

×εｉｔ）－
１
Ｎ∑

Ｎ

ｉ＝１
εｉｔ （１７）

其中，Ｃａｓｈｆｌｏｗ表示企业现金流，定义为年终净利润加上本年计提折旧额，Ｔｏｔａｌａｓｓｅｔ表示总资产。Ｎ代
表某一企业的年份观测数。企业运营资本现金流敏感度越高，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

表９第（１）（３）（５）列的数据显示，城投债扩张显著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在治理转型
后，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被剥离，取缔政府信用背书等措施导致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

响不再显著。第（２）（４）（６）列将融资约束变量纳入基准分析模型，列示了模型（１５）的中介检验结果。
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融资约束的影响后，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量值均显著下

降。基于回归系数量值变化做简单匡算，通过提高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资产负

债率发挥了２５３２％的部分中介效应。
（二）基于广义倍差法的转型效应测度

本研究基于债务治理转型视角，从多个维度展开城投债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然而，债务

治理转型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其转型效应的大小尚未得到评估。倍差法作为政策评估使用最广泛

的方法，很好地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但是使用倍差法对本文所研究的债务治理转型进行评估存在一

个难点，即在转型治理改革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组，使得传统的倍差法并不适用。为了厘清治

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具体影响效应，借鉴 Ｂａｉ和 Ｊｉａ（２０１６）［１５］的研究，采用广
义倍差法评估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转型效应。表１０列示了治理转型效应的主要评估结
果。首先，从产权性质看，由第（２）列可知，治理转型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债务治理转型改革
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０３５４，并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说明债务治理
转型显著缓解了城投债扩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其次，对于负债期限而言，在转型改革实

施后，非国有企业的短期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而长期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较小。如前文所述，资金供

给者为了规避市场风险，更加倾向于短期投资，在治理转型后，城投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短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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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融资吸引力下降，使得其短期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而非国有企业的高风险特征使得其长期融

资需求即使是在治理转型后也未得到有效缓解。由第（５）列可知，治理转型改革可能主要影响了国有
企业的长期资产负债率。在债务治理转型后，相对于失去政府信用背书和隐性担保的城投债，国有企

业的长期融资更容易获得长期资金供给者的青睐。最后，从杠杆类型看，债务治理转型主要影响了非

金融企业的借贷杠杆。在债务治理转型后，借贷杠杆显著提高了００６８，并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影响显著。通过对杠杆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可知，债券杠杆转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非金融企业

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借贷融资。由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组，所以广义倍差法应用的前提并不需要

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在表１０中进行了反事实的安慰剂检验，分别将改革时点前置一年和二年，使用
广义倍差法重新评估治理转型效应。由表１０可知，无论是将改革时点前置一年还是前置二年，转型
效应的评估结果皆不具有显著性。

表１０　转型效应分析：基于广义倍差法的计量结果

全样本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杠杆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长期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短期资产负债率长期资产负债率长期资产负债率 借贷杠杆

债务规模×Ｐｏｓｔ
０．０８９ ０．３５４ ０．２４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７）

改革前置一年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０）

改革前置二年
－０．０８４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０）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７７７ １０６６０ １０６６０ １０６５９ ６１０６ １６７７８

Ｒ２ ０．４４３ ０．４３６ ０．３２５ ０．３５６ ０．５０７ ０．２０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七、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速发展阶段累积的潜在隐患开始爆发，特别是政府性债务

风险和实体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转型的两大主要因素。通过债务治理转型推动

政府举债市场化转型成为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和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

采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城投债发行数据和非金融企业微观财务数据，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
义倍差法，量化评估债务治理转型视域下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

应模型探讨城投债扩张影响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渠道机制。计量结果表明，债务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

扩张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治理转型前，政府的信用背书和隐性担保使得城投债

扩张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杠杆率；在治理转型后，失去政府信用背书和隐性担

保的城投债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消失。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负债期限、企业规模和杠杆类型

等多个维度探讨城投债扩张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从企业产权性质和资产规

模异质性看，治理转型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于负债期限而言，债务治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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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非金融企业短期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产负债率皆有显著影响；从杠杆类型看，无论是债券融资渠

道还是借贷融资渠道，城投债扩张皆产生了挤出效应。进一步基于广义倍差法评估转型效应，结果显

示，债务治理转型显著缓解了城投债扩张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短期资产

负债率、国有企业长期资产负债率以及借贷融资渠道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本研究为通过政府债务市场化转型来化解债务风险和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经验证据，

然而，推动政府债务市场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企业融资约束困境依然严峻。结合实证研究结论，得

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的需求，应继续遵照国发〔２０１４〕４３
号文和新《预算法》的指导，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化转型。一方面，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范围和

规模，提高政府债券的信息透明度，还原其真实市场定价；另一方面，明确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渠

道，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管和约束，严格限制其隐性债务融资，减少对实体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

第二，城投债治理转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更多集中于非国有企业，应通过制定差异化的财税政策

和优惠措施，减少政府性债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不利影响，提高金融市场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支持

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第三，提升城投债资金的投资效率，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充分

发挥城投债对实体企业的基建挤入效应。同时还应充分考虑资金组合效应对非金融企业融资的影

响，合理控制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努力协调好城投债举债效应与非金融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如何提

高政府债券的信息透明度，制定差异化的财税政策和优惠措施，建立城投债发行规模合理性的评价机

制等问题，都将成为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李扬，张晓晶，常欣．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５———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

［２］田国强，赵旭霞．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联动影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双重分析视
角［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５４（８）：４－２０．

［３］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Ｊ］．南
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５，１８（１）：４－１４．

［４］卢盛峰，陈思霞．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
（５）：５１－６５，１８７－１８８．

［５］朱军，李建强，陈昌兵．金融供需摩擦、信贷结构与最优财政援助政策［Ｊ］．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５５（９）：５８
－７３．

［６］ＤｒｅｇｅｒＣ，ＲｅｉｍｅｒｓＨＥ．Ｄｏ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ｒｅａ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６，５８：１５４－１５８．

［７］范小云，方才，何青．谁在推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对政府融资的“资产组合效应”的检验［Ｊ］．财
贸经济，２０１７，３８（１）：５１－６５．

［８］ＨｕａｎｇＹ，ＰａｇａｎｏＭ，ＰａｎｉｚｚａＵ．Ｌｏ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２０，７５（６）：
２８５５－２８９８．

［９］ＴｒａｕｍＮ，ＹａｎｇＳＣＳ．ＷｈｅｎＤｏ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ｂｔＣｒｏｗｄｏｕ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０（１）：２４－４５．

［１０］梁若冰，王群群．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融资困境缓解［Ｊ］．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５６（４）：６０－７６．
［１１］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Ｒ，ＨａｎｓｏｎＳ，ＳｔｅｉｎＪＣ．ＡＧａｐ－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ｅｂｔ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Ｃｈｏｉｃｅ［Ｊ］．Ｔｈ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６５（３）：９９３－１０２８．
［１２］车树林．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的影响存在挤出效应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Ｊ］．国际金融研

究，２０１９，（１）：８６－９６．

·２５·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１３］刘穷志，白云．政府债务增加降低了企业杠杆吗？［Ｊ］．财政研究，２０２０，（３）：７１－８４．
［１４］王竹泉，谭云霞，宋晓缤．“降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的区域定位———传统杠杆率指标修正和基

于“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确立结构性杠杆率阈值［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３５（１２）：８６－１０３．
［１５］ＢａｉＹ，ＪｉａＲ．Ｅｌｉｔ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１６，８４（２）：６７７－７３３．
［１６］刘晓光，刘元春．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５４（７）：１２７－１４１．
［１７］刘畅，曹光宇，马光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吗？［Ｊ］．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５５（３）：５０

－６４．
［１８］毛捷，刘潘，吕冰洋．地方公共债务增长的制度基础———兼顾财政和金融的视角［Ｊ］．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９）：４５－６７，２０５．
［１９］纪洋，王旭，谭语嫣，黄益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率分化［Ｊ］．经济学（季

刊），２０１８，１７（２）：４４９－４７０．
［２０］郭玉清，姜晓妮，刘俊现．体制压力下的城投债扩张机制研究———基于治理转型视角［Ｊ］．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５）：３－１８．
［２１］姚耀军，吴文倩，王玲丽．外资银行是缓解中国企业融资约束的“白衣骑士”吗？———基于企业异质性

视角的经验研究［Ｊ］．财经研究，２０１５，４１（１０）：５８－６８．
［２２］ＨａｕＨ，ＯｕｙａｎｇＤ．Ｈｏｗ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ＢｏｏｍｓＨｕｒｔＳｍａｌｌＦｉｒｍ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Ｇｅ

ｎｅｖ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２０．
［２３］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Ａ，ＬｉｕＸ，Ｓｏｎｇ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ｍ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９６（１）：７９－９４．
［２４］Ｈｏｖａｋｉｍｉａ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Ｊ］．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３８（１）：

１６１－１８３．
责任编辑、校对：陆为群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ｏ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

ＬＩＵＪｕｎ－ｘ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８，ａｎ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ｗａｙ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ｅｘ
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ｅｂ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ｓ
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ｕｎｄ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ｅｆ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ｏｆ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ｏｓｅｓ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ｅｂｔ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ｙｐ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ｏｆ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５·

　刘俊现：治理转型视域：城投债扩张与企业杠杆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