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之

一便是将经济发展从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由创新

驱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更是将“创新”列入五大发展理念。由此可见，创新对

良好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尤其需要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将创新纳入公司战略之中，并形成自身核心

竞争力，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纵观当今市场，因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而跻身世

界前列的企业不在少数，华为、苹果等便是佐证。高

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家大力支持的知识密集、技术密

集的经济实体，更需要意识到培养自身核心技术知

识产权的重要性。

在我国当前经营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高新

技术企业只有积极利用优势资源，提高自身创新能

力，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CFO（首席财务官）作

为企业的财务决策者，不仅能够决定企业相关的财

务战略，而且能够直接影响到企业资金的投入使用。

作为企业投融资机制、风险管理与理财能力的集中

体现，财务灵活性对企业价值以及竞争能力同样具

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必然

需要财务方面的支持，而企业CFO可以通过对企业

财务政策的制定（如财务灵活性安排），对自主创新

活动施加影响。本文从企业财务政策的制定者——

CFO的角度出发，试图探究CFO人力资本、财务灵

活性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最终从财务

视角为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一个企业所拥

有的核心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及研发能力水平往往决

定其是否能够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影响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因素很多，由于创新活动是人力投入和物

力投入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文献也多从这两个角度

对企业创新进行研究。曹洪军等（2009）从一个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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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将企业自主创新活动视

为一个不断循环积累的过程，认为创新的主要影响

因素为创新意识、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

新活动管理能力以及创新方式。姜卫韬（2012）认为

企业的自主创新过程涵盖了大量创新机会的识别以

及为追求创新机会而产生的企业家行为，关键是企

业家运用不同策略来捕捉、获取或赢得创新机会。许

庆瑞（2013）等则将自主创新能力总结为“嵌入自主

创新行为过程中的高级知识”。李文贵、余明桂

（2015）研究了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之

间的关系，发现企业是否开展创新活动及其创新强

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于雅萍、姜英兵（2016）通
过对大华股份的案例研究，基于“股东→管理者→员

工”这一完整的委托代理链条，发现股权激励能够通

过促进高管增加研发支出并推动员工增加创新产出

的方式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对自主创新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宏观层面

以及技术层面，从财务角度研究分析的较少，从

CFO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

目前从财务角度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基本集中

在R&D投入即研发投资方面（李占强、李广，2013；
沙文兵等，2011；梁莱歆、马如飞，2009），基于财务灵

活性开展的研究还较少。Bloch（2005）通过分析丹麦

企业内部现金流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内部

资金的波动性对研发投资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肖

建波、吕沙（2015）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中高新技术

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财

务柔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财务柔

性对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公司保持一定的财

务柔性能更好地促进创新研发，进而改善公司经营

绩效。综上可知，保持财务灵活性能够保证企业拥

有充足的研发资金投入，从而对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高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H1：财务灵活性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正相关。

自主创新不仅需要资金方面的支持，更需要人

力资本的投入，两者相辅相成。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

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与

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关。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

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是各方人力资本之间的较量。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影响较为明显。

Nelson、Phelps（1966）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人

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吸收创新技术的能力越强。

Sophie De Winnea、Luc Sels（2010）立足于企业创新

战略，通过对比利时新创企业的研究，探寻人力资

本、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创新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发

现，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管理是影响新创企业进行

创新活动最关键的因素。Emilie等（2012）以 1986 ~
1992年法国工业企业的R&D投入以及员工培训支

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证实了经培训后的人力资本

和适量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张镇鸿等（2011）通过实证检验出技术研发人员

自身的人力资本及知识共享与创新行为之间具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卢馨（2013）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

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的人力资本、R&D投入与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密不可分；职工教育背景、高管技

术背景以及任职经历等企业人力资本与自主创新能

力之间显著正相关。高锡荣等（2014）运用日本创新

转型时期的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自主创新长

期的驱动力量，并得出国家的创新转型是人力资本

积累的结果。Koroglu、Eceral（2015）选取土耳其安卡

拉 250家国防与航空工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了这些企业人力资本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管理人员、工程师以及研发人

员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的培训越多，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就越强，其核心竞争力也相应越高。

虽然已有一些对人力资本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

关系的研究，但目前文献主要研究CEO及技术人员

人力资本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很少关注CFO人

力资本的相关影响力。CFO作为企业财务政策的关

键决策者，其人力资本必然会影响财务政策的选择、

确定、实施等各方面。Bantel、Jackson（1993）研究发

现，高管团队成员平均年龄越大，其决策行为越为保

守，从而认为年轻的CFO更容易追随行业的形势，

也更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财务决策来规避风险。为了

便于研究，当前许多文献会直接从高管的背景特征

出发，研究高管人力资本的相关问题。姜付秀等

（2009）认为，高管的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管理者（包括财务经理、

CFO等）的学历越高，任职时间越长，企业过度投资

发生的可能性越低。

李小荣等（2012）的研究表明，女性CFO因性格

较为谨慎会偏向于作出风险较低的财务决策，能够

有效避免过度投资，从而降低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

李小荣等（2013）研究了不同性别的CFO对公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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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持有量和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选取我国上市公

司的高管数据，发现相较于男性CFO，女性CFO与

企业现金持有量和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

系。王福胜、程富（2014）研究发现，CFO的背景特征

会明显地影响到财务政策的选择。综上所述，CFO
与企业财务灵活性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财务

总监可以利用财务灵活性影响企业的战略方向以及

运营的各个方面。依此推论，CFO人力资本会通过

对财务政策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CFO人力资本水平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正相关。

H2b：财务灵活性对CFO人力资本与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

提出了创新理论，即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并将其引入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

条件的重新组合。陈劲（1994）提出了“自主创新”的

概念，他认为自主创新是企业在进行技术引进，并通

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后的一种特定的技术创新范式，

即企业依靠自主研发力量实现技术突破，并取得原

创性的科技成果。李文贵、余明桂（2015）将自主创新

划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过程。于雅萍、姜英

兵（2016）认为创新过程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

研发转化三部分。作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果最直

接的体现，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创新产出部分。而在对

创新产出的衡量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年度新

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或专利数量这两项

指标。笔者认为，专利指标在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此外，相较于企业专利

授权数量，本文认为企业专利申请数更能体现企业

当年在自主创新活动中的相关投入，与企业其他方

面的联系也更紧密。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当年专利申

请数量来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产出指标，该指

标包括发明专利数量、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以及外观

设计专利数量。

2. 财务灵活性。财务灵活性又称财务弹性、财

务柔性、财务适应性。财务灵活性是指公司以低成本

融资以及调整融资结构的能力，其是由公司规模等

反映出的外部融资成本决定的，同时又受到公司资

本结构、流动性和投资决策的影响（Gamba、Triantis，
2008）。财务灵活性是企业投融资机制、风险管理与

理财能力的集中体现。公司动用剩余举债能力，以应

对可能发生或无法预见的紧急情况，以及把握未来

投资机会的能力，是公司对内外环境的反应能力、适

应程度及调整的余地（姜英冰，2004）。在已有文献

中，企业的财务灵活性主要由现金持有量和杠杆水

平共同决定。本文借鉴DeAngelo等（2009）关于财务

灵活性的衡量指标 FF，其包括现金柔性和负债柔

性。现金柔性主要是企业实际的现金持有量与所在

行业之间现金持有量的差额，负债柔性则是企业自

身资产负债率与所在行业之间资产负债率的差额。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现金柔性=公司现金持有量-行
业现金持有量均值；负债柔性=MAX（0，行业负债

比均值-公司负债比）。

3. CFO人力资本。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美

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定义为：

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

来给予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或者说是人类自身在

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人力资本

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

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总和，

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

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在对CFO人力资本

的衡量方面，目前文献会选取CFO的性别、年龄、教

育背景、任职年限以及任职经历等。根据人力资本理

论，我们发现教育在人力资本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

力资本的素质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投入强

度，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双

重提升。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小企业所带来的影响超

过其对大公司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小企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而且接受教育或培训程度越高的管理者，越

能够使企业富有创造力（Mcguirk，2015）。一般来说，

随着受教水平的提高，对新信息、新技术和新思想的

接纳程度也会相应提升，尤其是对创新方面的消息

会更为关注。因此，本文将CFO的教育背景作为衡

量CFO人力资本的核心指标，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

CFO的学历程度的统计，对不同学历水平进行赋

值。中专及中专以下学历赋值为1，大专学历赋值为

2，大学本科学历赋值为 3，硕士研究生学历赋值为

4，博士研究生学历赋值为5。
在借鉴卢馨（2013）、肖建波和吕沙（2015）、李文

贵和余明桂（2015）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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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报酬率、财务杠

杆、企业成立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以上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二）模型设计

本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模型来研究CFO人力

资本、财务灵活性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Patent=β0+β1FF+β2FY+β3AS+β4Growth+
β5ROA+β6Leverage+ε （模型1）

Patent=β0+β1Edu+β2FY+β3AS+β4Growth+
β5ROA+β6Leverage+ε （模型2）

Patent=β0+β1Edu×FF+β2FY+β3AS+
β4Growth+β5ROA+β6Leverage+ε （模型3）

模型1主要研究财务灵活性与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H1；模型 2主要研究CFO
人力资本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用来检

验H2a；模型 3主要研究财务灵活性对CFO人力资

本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用来

检验H2b。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2002年 7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产业统计

分类目录的通知》，并结合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把在A股上市的制造业门类

下的部分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以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样本。样本区间

为 2013 ~ 2015年，考虑到财务政策对自主创新能力

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故在财务灵活性样本区

间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前一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因

此，实际样本区间为 2012 ~ 2015年。为了保证数据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数据

进行处理：①剔除2013 ~ 2015年CFO职位发生变更

的企业；②剔除样本区间内出现过∗ST、ST的企业。

经过剔除后，最终选取了349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共

形成1047个样本观察值。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据来

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CFO人力资本以及企业

财务灵活性等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数

据库缺失的数据则通过新浪财经及公司年报等渠道

获得并手工整理。数据处理所使用的统计分析工具

为SPSS 18.0和Excel 2010。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样本企业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6
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7家，医

药制造业 91家，仪器仪表制造业 15家，各行业企业

具体专利申请情况如表2所示。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

变量

Patent

FF

Edu

FY

AS

Growth

ROA

Leverage

数量

1047

1047

1047

1047

1047

1047

1047

1047

最小值

0

-0.279

1

6

18.293

-0.907

-0.959

0.025

最大值

5431

0.983

5

31

25.809

107.066

0.964

2.861

均值

17.882

0.091

3.186

16.411

21.676

0.336

0.054

0.361

标准差

120.623

0.230

0.732

4.948

1.037

3.363

0.072

0.21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发明
专利

10850

14092

1343

472

实用新
型专利

16101

6918

253

529

外观设
计专利

2977

2159

514

121

专利
总数

29928

23169

2110

1122

变量名称

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

财务
灵活性

CFO
人力资本

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
率

资产报酬
率

财务杠杆

变量符号

Patent

FF

Edu

FY

AS

Growth

ROA

Leverage

说明

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量

财务灵活性=现金柔性+负债柔性

现金柔性（CF）=公司现金持有量-
行业现金持有量均值

负债柔性（DF）=MAX（0，行业负债
比均值-公司负债比）

CFO教育背景

样本年限-企业注册年限

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
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表 1 变量名称及定义

表 2 样本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统计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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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431，均值为 17.882，标准差达到 120.623，说明样本

企业之间专利申请数量的差异很大，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各企业间自主创新能力的差异很大，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支持。但也不能忽略一些极端值的影响，

譬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2013~2015年期间的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

数量分别为 3926、364、306，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则分别为 4288、4435、1179，比一般高新技术企

业明显超出很多，因此使得数据波动较大，这同时也

解释了表2中前两个行业专利申请总数偏高的原因。

企业财务灵活性的最小值为-0.279，最大值为

0.983，均值为 0.091，标准差为 0.230，说明各企业间

财务政策差异明显，这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意

义重大。CFO教育背景的均值为 3.186，说明样本高

新技术企业具备本科学历背景的CFO占据一定的

比例，人力资本的素质较高。其他的控制变量的标准

差也较大，说明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成立年

限和企业规模的统计值与卢馨（2013）的统计结果类

似，进一步表明样本数据的选择是稳健的。

（二）相关性分析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各变

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 4为各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

从表 4可以看出，企业专利申请指标与CFO教

育背景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假设

2a。财务灵活性与企业专利申请指标未通过相关性

检验，但是财务灵活性与CFO教育背景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CFO人力资本与财务灵活

性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很有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CFO在财务政策制定方面更为谨慎，也可

能是一般高新技术企业会获得政府相关补贴，因此

企业通过内部融资获得资金的动力和意愿不是很

强。控制变量基本在 1%的水平上与CFO教育背景

和财务灵活性呈显著相关的关系，证明了控制变量

选取的恰当性。相关性检验只是一个初步的证明，

CFO教育背景、财务灵活性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进一步证实。

（三）回归分析

表5是对模型1进行回归的结果，即财务灵活性

对专利申请指标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该

模型总体的 F值为 32.445，明显大于 30，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方差膨胀因子均

小于 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

题。财务灵活性和企业专利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H1得到支持。

另外，企业规模以及财务杠杆的系数分别在1%
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规模会明显影响到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专利产出。这也应该是因

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会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而且与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具有资

金和人力资本上的实力来支持研发创新活动的开

展。此外，很多企业会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进行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或是全方位转型，其通常会通

过加大创新投入以获取企业长远发展的活力。

变量

Constant

FF

FY

AS

Growth

ROA

Leverage

Adj-R2

F值

D.W

模型1
191.387∗∗∗

（-12.390）
0.122∗∗∗
（3.240）
0.018

（0.606）
0.384∗∗∗

（11.725）
0.019

（0.630）
0.033

（1.025）
0.089∗∗

（2.120）
0.158

32.445∗∗∗
1.912

VIF

2.197

1.739

1.084

1.319

1.104

1.288

2.197

变量

Patent

Edu

FF

FY

AS

Growth

ROA

Leverage

Patent

1

Edu

0.110∗∗
1

FF

-0.057

-0.090∗∗
1

FY

0.086∗∗
0.030

-0.238∗∗
1

AS

0.385∗∗
0.295∗∗
-0.317∗∗
0.202∗∗

1

Growth

-0.010

-0.021

-0.047

0.035

-0.096∗∗
1

ROA

0.039

-0.006

0.165∗∗
-0.012

0.036

0.183∗∗
1

Leverage

0.160∗∗
0.137∗∗
-0.639∗∗
0.210∗∗
0.402∗∗
0.079∗

-0.352∗∗
1

表 4 Pearson相关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模型1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1%、5%、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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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人力资本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回

归结果如表6所示。为了凸显财务灵活性在CFO教

育背景与专利指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模型

2与模型3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

根据模型 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CFO教育背

景与企业专利申请指标之间的正向关系很微弱，虽

然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也超过

了 40%，方差膨胀因子也小于 10，但是CFO教育背

景与创新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性不显著，因此H2a不
成立。但模型 3 的回归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的

H2b，在财务灵活性的调节下，CFO教育背景与企业

专利申请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

CFO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会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

培养，因此也越会倾向于制定相关财务政策以改善

财务灵活性，从而加大企业研发方面的投入，使得自

主创新能力的产出增加。而且，财务灵活性越高的企

业，CFO人力资本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正相

关性越显著。模型调整后的R2为15.1%，超过了10%，F
值大于30，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企业规模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证

实了企业规模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

系，这也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类似。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A股 2012~2015年 349家高新技术

企业为研究对象，验证了CFO人力资本、财务灵活

性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论如下：

1. 财务灵活性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明显

的正向影响。财务灵活性主要包括现金柔性与负债

柔性，现金持有量越高，资产负债率越低，企业的财

务灵活性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企业在与自主创新相

关的研发项目中，如果有充足的现金支持，而较低的

资产负债率又为企业获得债务资金提供了便利，这

种情况下创新活动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债务资金支

持，从而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

2. CFO人力资本能够通过财务灵活性对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财务灵活性越

高的企业，CFO的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财务灵活性能够加强高管

过度自信对创新投入的推动作用。高管人力资本对

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财务灵活性较高时得到强

化，在财务灵活性较低时得到削弱（邬晓婧、郭淑娟，

2016）。因此，当企业持有较多现金却还未寻找到未

来现金流量为正的投资项目时，越是具有较高层次

教育背景的CFO，越是能够意识到企业内部资金配

置的优势以及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必要性，也会更加

倾向将这部分资金用在研发项目中，以达到增强企

业创新能力的目的。作为人力资本素质中的核心影

响因素，受教育的程度往往能够决定认知水平。特别

是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中一员的CFO，其人力资本

会影响到企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与自身密切相关

的财务方面。在财务灵活性的正向调节下，受教育水

平越高的CFO，其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也越多。这

说明学历越高，接受的教育越多，人力资本的素质也

就越高，这也正好与将教育视作影响人力资本核心

因素的人力资本理论相契合。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

CFO眼光也更为长远，本文所研究的高新技术企

业，其CFO的学历基本集中在大学本科的水平，素

质比较高，更能够意识到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获得

长足发展的重要性。因此，CFO也会更加重视在研

发方面的投入，从财务方面给予支持，从一定程度上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产出。

3. 企业规模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创新研发活动具有长期性和风险性结合

表 6 模型2及模型3的回归结果

变量

Constant

Edu

Edu×FF

FY

AS

Growth

ROA

Leverage

Adj-R2

F值

D.W

模型2

0.123∗∗∗
（5.117）

0.013
（0.518）

-0.099∗∗∗
（-4.077）

-0.048
（-1.726）

0.011
（0.449）

-0.055
（-0.206）

-0.621∗∗∗
（-21.381）

0.422

128.201∗∗∗

1.749

VIF

1.457

1.097

1.069

1.410

1.103

1.283

1.527

模型3

190.779∗∗∗
（-12.293）

0.108∗∗∗
（2.914）

0.017
（0.564）

0.381∗∗∗
（11.662）

0.018
（0.614）

0.032
（1.005）

0.080
（1.912）

0.151

32.051∗∗∗

1.911

VIF

2.161

1.678

1.084

1.316

1.104

1.288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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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很多中小型企业在进行自主创新时，往往由

于自有资金不足而必须依赖于外部融资。但融资门

槛的限制，严重阻碍了这些企业创新活动的进一步

开展。这也是为什么小企业很难出创新成果的原因，

本研究在实证研究部分也证实了企业规模和自主创

新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

（二）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管理者的人力资本素质以及企

业的财务政策都会影响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基

于此，企业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科学合理地提升

自身的创新能力：

1. 提升公司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的

素质在很大承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拥

有高素质的员工，有助于企业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

境时做出迅速的反应。高素质的管理决策者更具有

战略的眼光，能够清楚地对企业进行定位，明白当前

市场对创新产业的需求，从而重视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企业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以及

知识培训，尤其是对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企

业而言，更需要制定一套适合自身员工的培训计划，

并严格执行。同时，可以鼓励高管进行后续教育。一

些对技术有特殊要求的企业，还需要考虑选择具有

一定技术背景的高管，这样其才会更加了解企业的

具体情况，也会积极为企业的创新提供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

2. 保持一定的财务灵活性，为企业的自主创新

活动提供支持。虽然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得到政府

一定的补贴，但是大部分资金却要通过内部资金或

是外部举债来解决。当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限制时，

保持适当的财务灵活性可以帮助企业及时获取资

金，增加研发费用，尤其是在企业拥有一定现金却不

能获得较好的投资机会时。王志强、张玮婷（2012）
提出，当企业财务灵活性越低的时候，其融资的意

愿也就越强烈。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资金的投入，而

企业自身的资金支持更能够降低融资风险，也能使

企业的闲置资金得到很好的利用，让企业获得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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