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按照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

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

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波特，2007）。前三个阶段是国家

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般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第

四个阶段则是一个转折点，经济可能由此开始衰退。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进入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变的关键阶段，然而全社会金融资源供给出现了向

财富领域和投机领域过快集中的先兆，创新驱动与

财富驱动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经济发展正

处于走创新驱动之路还是走财富驱动之路的三岔路

口。经济发展过早进入财富驱动阶段，任由财富驱动

模式对金融资源大肆争夺，会导致实体经济弱化、空

壳化，严重阻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甚至可能

引发经济危机，摧毁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

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将国民经济从传统的

“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使技术创新

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常

态”。金融体系作为供给金融资源的核心环节，应当

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发挥关

键性作用。如何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有效地配置到效

率高或效用大的用途上，对更好地支持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意义重大（郭冠男，2015）。
一般认为国家发展在经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阶段后会自然地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然而综观东南

亚经济危机和中东石油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国家不会自动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基于国家发

展阶段视角分析，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前的普遍特征

是过早地进入了财富驱动阶段而逃避了创新驱动阶

段，这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前很多金融乱象如非法集资、炒房炒矿等，都

是金融资源流向财富驱动领域的先兆。放任金融资

源过分流入财富驱动领域会影响金融资源对技术创

新的支持，阻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进而导致

经济缺乏发展后劲，这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是极为有

害的。这种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本质上是金融资源供

给效率问题。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调节金融资源

过分流向财富驱动领域的趋势，因此，需要通过供给

侧改革，使金融资源流向技术创新领域，推动国家走

上创新驱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基于此，分析当前金融资源支持创新驱动的现

状和问题，研究财富驱动争夺金融资源的理论机制、

政策纠正金融资源供给市场失灵的作用机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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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资源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回顾与问题提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实

现技术创新。金融体系通过发挥其动员储蓄、管理风

险、处理信息、便利交易、公司治理等金融服务功能，

能够对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市场潜力进行风险识别，

实现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付剑峰等，

2014）。
学者们就金融资源供给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针对金融资源供给

问题，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区域供给差

异。王纪全等（2007）发现各地区金融资源严重不平

衡。唐松（2014）认为金融资源供给与区域经济增长

差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二是城乡

供给差异。张永升（2014）等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下金

融资源供给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效率低下影响了

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差异。刘

小玄和周晓燕（2011）发现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更

容易获得金融资源支持，金融资源供给扭曲抑制了

民营企业的发展。四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差异。佟

健、胡巍（2015）发现金融资源供给存在马太效应，大

企业更容易得到所需的金融资源，占绝大多数的中

小企业很难得到所需的金融资源。此外，有研究表明

财富驱动模式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金融资源供给研究主要从区

域和企业层面展开，针对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供给差

异的研究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与现有文献

的最大区别在于，基于金融资源在不同经济发展模

式供给上的差异视角展开，分析金融资源供给对长

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社会财富积累到一

定程度后，市场经济导致金融资源更倾向于供给到

财富驱动而不是创新驱动领域，金融资源过度集中

于财富驱动发展模式会影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因此，金融资源供给的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必须实

施金融供给侧改革，以确保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驱动不会自动产生，需要国家政策加以引

导，将宝贵的金融资源导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中，促

进财富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将重点

探讨以下两个问题：①从技术创新过程不确定性角

度，分析财富驱动争夺创新驱动金融资源的理论机

制；②政府纠正市场失灵，将金融资源更多地供给

至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作用机制。本文的创新点是

基于财富驱动与创新驱动之间的金融资源争夺，分

析金融资源错配的理论机制以及政府纠正市场失灵

的政策作用机制，并基于此提出了引导金融资源更

多供给至创新驱动发展领域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政策

建议。

三、财富驱动争夺创新驱动金融资源的理论机

制

1. 金融资源争夺现状。我国正处在从要素驱

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然而各

种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目前面临严重的财富驱动与

创新驱动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问题，如下页表所示。其

中，不论是资金总额还是资金增长速度，财富驱动指

标都远大于创新驱动指标，金融资源供给出现严重

的扭曲。这一现状反映出财富驱动对金融资源供给

的扭曲程度较大，创新驱动并没有获得较多金融资

源的支持。很显然，财富驱动领域对金融资源的大肆

争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事实上，这种金融资源供给更倾向于进入财富

驱动领域的趋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数据

显示，2016年房地产贷款余额 26.68万亿元，同比增

长27%，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2016年我国消费者全

球奢侈品消费达到2464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

总量的 23%，我国消费者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

的最大买家。任由全社会金融财富和金融资源过多

地进入财富驱动领域，不但会影响金融资源支持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而且会对国家长期经济发

展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使我国陷

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2. 财富驱动与创新驱动争夺金融资源的理论

机制。

（1）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科技创新

投入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征，使得技术

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技术创新是一个

动态发展过程，技术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

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监管机构不确定性、社会

不确定性、法律不确定性、管理不确定性、时间不确

定性和结果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面临的重要障碍。

创新驱动发展不可能自动实现，而是必须依靠

科技创新商业创业，通过市场导向的大量创新试错

（技术创新试验、科技成果中试试验、新产品或服务

的市场试验），进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机制。这种

试错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对金融发展提出新的要

求。很显然，这种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驱

动发展对金融服务在投资项目偏好、投资规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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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期、项目风险特点、投资主体（银行、金融市场

投资者）风险偏好和金融体系风险融资度等方面，与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存在明显不同。具体来说：

①创新驱动的项目偏好科技型和新兴产业，因此具

有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②项目投资金额较低且较

分散；③项目收益高但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④往往

需要投资者具备较高的风险偏好；⑤需要投资主体

愿意承受较大的风险损失，即需要投资者拥有较高

的风险容忍程度。总体上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需要

金融体系具备较大的风险容忍程度，然而金融资源

天生的规避风险偏好，阻碍了金融资源顺利进入技

术创新环节，导致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对金融资源的

需求远远大于金融资源的供给。

（2）财富驱动对资金的吸引。当前，我国最大的

发展难题也即最大的发展风险就是，积累的财富进

入财富驱动领域，而不是流向创新驱动领域。财富驱

动发展这种以“钱生钱”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对于金

融资源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在财富驱动领域，一方面

资金可以获得安全稳健的投资渠道，从而确保了资

金的安全；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确保了资金的升值。金融资源自身追求安全和利润

增长的内生动力，加上技术创新不确定性较大，使得

金融资源更倾向于流向低风险的财富驱动领域。当

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风险分担、

风险分散、风险容忍机制尚不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模

式本身的技术创新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导致金融资

源不可能自动流向创新驱动环节，这些具有风险规

避倾向的金融资源必须寻找资金保值升值的出口，

因此导致金融资源过多地进入财富驱动领域。金融

资源过多地进入财富驱动领域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是

最为有害的，因此，需要政策来引导国民财富流向创

新驱动领域。

（3）社会资金对创新驱动的排斥。早期创业成功

拥有大量金融资源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依靠胆识和

对政策的把握迅速获得了财富积累，由于个人发展

经历和企业经营历史的惯性，这些企业家并不重视

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这些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

最低端，属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

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缺乏资金投入动力。可以说，这

些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企业

家，由于思维惯性而不重视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创新

驱动发展模式在思想层面大多是抗拒的。拥有大量

金融资源的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既有强烈的财富

增长、财富积累冲动，又趋于保守不愿意将资金投入

到风险较高的创新驱动环节，导致金融资源更多地

流向了能够实现资金保值增值且较为安全的财富驱

动领域。

3. 金融资源争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大量金融资源，由于无法顺畅地

进入创新驱动环节，因而更多地向财富驱动环节转

移。这种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无异

于杀鸡取卵。金融资源如果无法顺畅地进入支持创

注：数据来源分别为人民银行历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贝恩咨询公司《贝恩报告》、《2016年中国银行业理财

业务发展报告》及银行业协会网站、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历年《深圳证券市场概况》、道琼斯风险资源统计数据库。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财富驱动指标

房地产贷款
余额（亿元）

36800

48000

52800

73300

93500

107300

121000

146000

173700

210100

266800

奢侈品消费
额（亿元）

466

608

1410

1556

2117

2660

3060

3500

3800

3404

224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亿元）

4000

8200

37000

47500

70500

160000

247100

680000

1139700

1584100

1875400

创新驱动指标

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亿元）

3003

3710

4616

5802

7062

8687

10298

11846

13312

14000

15440

中小板和创业板
融资额（亿元）

175

448

428.98

781

3311

2275

700

615.32

2199.40

4797.51

6943.39

风险投资额
（亿美元）

34.6

39.9

50.3

29.7

67

72.7

49.8

47.8

155.3

100.5

120.6

财富驱动与创新驱动的金融资源供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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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发展的领域，而过多地进入财富驱动领域，将

会阻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放任金融资源流

向财富驱动领域会引发经济的虚假繁荣，导致国家

发展缺乏技术创新的后劲，使国家发展陷入中等发

达国家陷阱，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导致创新型

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财富驱动和创新驱动对金融

资源的争夺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所示。

此外，本文还认为，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之间会

产生交互影响。一方面，引导财富驱动领域的金融资

源反馈给创新驱动领域、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加

大金融资源和金融体系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持

力度。另一方面，创新驱动为财富驱动提供了投资标

的和实业基础，提升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确保了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资源最好的供给方式是可

以实现从财富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顺畅流动，形成创

新驱动与财富驱动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双轮驱动

体系。

四、政策纠正金融资源供给市场失灵的作用机

制

1. 政策纠正金融资源供给的必要性。创新驱动

发展要求政府构建有效的制度支撑，降低技术创新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创新驱动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

表现在技术创新试验、成果中试试验、产品市场试验

等方面，这个不确定性是由未来技术前景和市场前

景的不可知带来的。另外，这些不确定性还表现为技

术应用前景的多种可能性选择及其产生的后果，因

此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巨大的风险。由于创新活动的

不确定性，单靠市场机制本身激励金融资源进入创

新驱动领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没有政府的

扶持性介入，创新活动很可能会受到抑制。这种情况

下，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的制度支撑，降低技术创新的

不确定性与风险，激励和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支持

研发活动，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

我国正处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路口，巨大的

金融资源如果不流向创新驱动领域而过多地进入财

富驱动领域，将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因缺少技术支

撑而缺乏后劲。政府应该预见到经济发展过早进入

财富驱动阶段对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利影响，通

过政策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防止我国陷入中等发

达国家陷阱。

2.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实现路径。由于创新驱动

发展的高不确定性，金融资源很难顺畅流向创新驱

动领域。市场机制本身无法促使创新驱动发展自动

实现，需要政府政策介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投

资者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很显然，如何构建支持

金融资源顺畅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领域的金融服务体

系，就成为纠正市场机制失灵、破解金融资源过多地

被财富驱动争夺的关键。

事实上，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和金融

市场通过吸收科技创新的风险，支持了科技进步进

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市场（金融市场）通过建立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使得承担高风险

的投资者分享了技术创新的高收益，进而吸引更多

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股权分散化和流

动性，分散了技术创新风险，很显然资本市场比银行

中介更能促进技术创新。此外，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的

引领者，美国政府通过建立良好的小企业融资金融

支持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因

此，我国支持金融资源顺畅进入创新驱动领域的关

键，就是要建立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散和

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鼓励投资者将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入创新驱

动领域，同时限制金融资源过多过快地流入财富驱

动领域。

基于此，围绕降低创新驱动发展的不确定性和

风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完善金融体系对技

术创新的风险分散和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完善包括

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以及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等在

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体系风险分散

功能，降低创新驱动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②完善

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强化金融机构风险配置

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升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试错过

程的风险容忍度。③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创新驱动发

展的支持作用。鼓励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利用财政

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手段建立技术创新风险分散

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充分发挥政策金融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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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服务创新驱动发展。④鼓励风险

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创设和发展。积极引导风险投

资、私募股权基金对初创期和成长期科技企业进行

长期股权投资，发挥风险投资公司对企业技术创新

早期投入的融资支持优势。⑤扭转金融资源对财富

驱动领域的过度供给。充分发挥政策力量影响金融

资源的有效供给，通过税收、调控、监管等措施纠正

金融资源过度进入财富驱动领域的不良倾向，引导

金融资源更多地进入创新驱动领域。此外，本文还认

为必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政策纠偏的同时

努力发挥金融市场自身优势，引导和激励金融资源

自动向技术创新和创新驱动领域倾斜，更好地发挥

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对金融资源争夺的

现实问题出发，基于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创新驱动与

金融支持的关系，分析了财富驱动争夺创新驱动金

融资源的理论机制，提出了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创新

驱动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实现路径，以及财富驱动回

归创新驱动的金融发展路径。研究表明：①由于技术

创新、知识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过程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和风险，加上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服

务体系并不完善，金融资源更倾向于进入财富驱动

领域。②放任金融资源流向财富驱动领域会阻碍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导致国家发展缺乏技术创

新的后劲，甚至危害长期经济增长。③市场机制本身

无法促使创新驱动发展自动实现，需要政府政策强

力介入，干预金融资源的供给方向，引导金融资源更

多地供给到支持技术创新和商业创业的创新驱动领

域，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本文的理论启示是，金融资源天生的风险规避

倾向导致国家在经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后很

容易进入财富驱动发展阶段，金融资源过多供给到

财富驱动领域会阻碍创新驱动发展，导致国家发展

缺乏技术创新后劲，容易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因

此，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政府强力介入，纠正金融

资源的供给方向，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支持创新驱

动发展。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制定创新驱动发展

的金融支持政策时应考虑技术创新的高不确定性特

征，通过完善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散和风

险分担机制，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进入创新驱动领

域。同时充分认识金融资源过多进入财富驱动领域

对经济增长的危害，通过税收、调控、监管等政策措

施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引导金融资源回归到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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