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瓶颈，除受到宏观经济

下行的影响外，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中小企业的融资频率高、成本

高、风险高，银行对其放贷意愿不强。“小银行优势”

假说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与中小银行发展联系在

一起，认为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加倾向于为中小企

业提供贷款（Banerjee，1994；Berger、Udell，1995）。国
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林毅

夫，2001；李志赟，2002）。
在政策层面上，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与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结合在一起。随着金融体系的逐

步完善，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实现了增量改革与持续

发展。根据《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从 2010年到

2015年，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 48.35亿
元增加到120.56亿元，实现了年均20%的增幅；营业

网点数从 12.99万个扩张到 15.26万个，年均增速为

3.27%。然而，我国中小企业仍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缺

口，信贷约束问题十分突出。据《中国企业经营者成

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40.23%的受访中小企

业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73.53%的中小企业认为贷款不能满足企业外部

扩张的资金需求，67.52%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获

得贷款较难，上述比例均显著高于大型企业。

在中小金融机构已获得较快发展的情况下，中

小企业的信贷状况并未随之明显改善，说明“小银行

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取信贷

支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

业较难通过财务报表、资产支持等正式机制获得金

融机构的信任，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替代机制来缓

解银企之间的信任缺失问题。“小银行优势”的基础，

实际就是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形成的一套信任机

制，以便更好地发挥中小银行收集、传递、利用中小

企业信贷信息，尤其是“软信息”的优势。我国传统文

胡国晖（教授），赵 乐

【摘要】基于“小银行优势”假说，从中小企业角度研究社会关系资本及信用环境差异影响中小银行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机制和效果。选取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

小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本，如银企关系和政治关联，均有助于“小银行优势”的发挥，提高中小银行对中小

企业的信贷支持度，但政治关联的信贷效应不如银企关系显著；在信用环境不佳的地区，中小银行为中

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显著下降，抑制了“小银行优势”的发挥，而社会关系资本可以显著抵消信用

环境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小企业；小银行优势；社会关系资本；信用环境；信贷支持度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8）08-0170-7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08．024

信用环境、社会关系资本与

“小银行优势”发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功能实现问题研究”（项目

编号：13BGL040）

□·170·财会月刊2018.08



化对社会关系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具备一定社会关

系资本，如银企关系资本和政企关系资本，更容易获

得中小银行的信任。此外，企业所处信用环境也可能

提供一种信任机制，通过影响中小银行对区域整体

的信用评价，间接影响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信

贷支持的意愿。由此，本文将聚焦银企、政企关系资

本以及信用环境，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对中小企业获

得中小银行信贷支持情况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揭示

影响中小银行发挥“小银行优势”以支持中小企业

信贷的关键因素，为促进中小企业信贷状况改善和

“小银行优势”发挥提供一定借鉴。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一）“小银行优势”的理论分析

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大型金融机构和

中小型金融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小银行优势”理论指出：中小企业财务制度

不完善，缺乏充足可靠的财务信息等信贷“硬信息”，

因此在信贷申请过程中，更多地依赖难以量化的“软

信息”。而中小银行在收集、传递、利用中小企业信贷

“软信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主要原因在于：其一，

中小银行通常依托于当地企业，相关业务具有区域

性和针对性，这有助于加强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联

系。因此，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更能充分掌握中

小企业的“软信息”。其二，由于中小银行的层级结构

相对简单，信贷决策链条短，中小企业模糊化、隐含

化的信贷“软信息”能更好地被传递和利用（Berger、
Udell，2002）。而大型银行由于层级结构复杂、信贷

决策链条长，基层信贷人员收集的中小企业的“软信

息”要经过多重层级才能传递给上层决策人员，导致

“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张剑等，2011；秦
捷、钟田丽，2011）。其三，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

信贷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大型银行复杂的层级结

构增加了上层决策人员对基层信贷人员的监督成

本。随着大型银行信贷决策的分权化，信息收集和传

递成本逐步降低，但代理成本会上升，使得大型银行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时总成本维持在较高水

平。而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时，地缘优

势能降低其信息收集和传递成本，简单的层级结构

能降低代理成本，其信贷服务成本要比大型银行低

（张捷，2002；张剑等，2011）。
近年来，“小银行优势”理论遭到较多质疑。如

De La Torre等（2010）指出，大型银行市场份额提升

时，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提高，贷款成本降低。他

们认为大型银行可以充分利用风险管理技术、多样

化产品等，在中小企业信贷中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随着信贷技术的改善，大型银行处理“软信息”的劣

势逐渐被弱化，使得中小银行的信息和成本优势相

对减弱（Udell，2008；李华民等，2014）。在现实中，部

分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经营策略等与大型银行趋

同，并不注重发挥自身的“小银行优势”，对中小企业

提供信贷的积极性不高。这意味着“小银行优势”的

发挥具有复杂性，需要结合其他重要因素予以考察。

（二）社会关系资本及其作用

国内外许多文献分析了社会关系资本在企业获

取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Shane、Cable，2002；Jun等，2010），论证了中小企业

的社会关系资本是影响关系信贷的重要因素。如

Shane、Cable（2002）指出，社会关系能缓解企业与投

资者、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风险，降

低信息获取成本，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境。Jun等
（2010）以我国中小企业为例，分析了中小企业建立

社会关联对企业负债的影响，得出了社会关系资本

的形成能促进企业短期负债能力提升以及社会关系

资本起到隐性的贷款保证作用的结论。徐娟（2013）
进一步指出，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资本，不

仅能促进企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大，还有助于优化企

业信贷期限结构，缓解民营中小企业的所有制歧视

和融资困境问题。

企业的一个重要关系资本就是银企关系资本。

Boot（2000）从银企之间信息交换的角度指出，在非

市场化背景下，银企关系有助于银行获得与企业信

贷相关的“软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并强化银行

对企业的监督效果，进而提高银行信贷支持程度。

Adam、Ferreira（2007）指出，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高

管作为银企之间沟通的桥梁，有助于银企之间形成

隐性的合作关系，能为企业融资提供专业知识和指

导意见，加快企业信贷进程，从而提升企业的融资能

力。林毅夫等（2001）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进行分析，指

出在我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和中

小企业通过长期合作而形成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加强

借贷双方的合作关系，从而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

秦捷、钟田丽（2011）对“小银行优势”进行了实证检

验，指出从中小银行获得信贷支持的企业，为其提供

贷款的银行数目较少，主要依靠银企之间的稳定关

系传递企业的声誉信息，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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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另一个重要的关系资本就是政企关系资

本。Fisman（2001）认为，企业的政企关系具有极大的

价值，企业可以通过政企关联来获得政策支持和稀

缺的资源。Faccio等（2006）针对来自35个国家的450
家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政府援

助的影响，结果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不仅面临

较小的融资约束，而且在其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会

更倾向给予金融扶持。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在

信贷资源配置中仍有较大的影响。罗党论、甄丽明

（2008）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

企业的政治关联使得企业具有较好的声誉，银行认

为其违约风险较小，从而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更高；在

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的

影响就越显著。余明桂、潘红波（2010）进一步证实，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民

营企业，能够获得期限更长、优惠条件更多的银行贷

款。史建平（2015）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经理

人进行问卷调查，评价其所在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

款的主要动力来源，结果显示：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小

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主要动力是响应政府的号召，

中小企业信贷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策扶持；而

商业银行更重视风险较低、受国家产业扶持、行业相

对成熟的大中型企业。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通

过银企关系的维护或聘用有银行背景的员工为企业

高管，或借助政治关联、股权联系等形成的政企关

系，有助于中小银行筛选和甄别具有发展潜力和信

誉良好的企业，以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事后监督成

本，充分发挥“小银行优势”，从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

信贷支持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银企关系资本通过刺激“小银行优势”的发

挥，促进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H2：政企关系资本能促进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小银行优势”能更好地发挥。

（三）信用环境与中小企业信贷

“小银行优势”的发挥还依托于经济主体所处的

外部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小银行优势”发挥的

前提条件（Presbitero、Zazzaro，2011）。银企间的信贷

交易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信贷合约的合理性，还取

决于银行对企业的信任程度。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

健全，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相对缺乏主动维护

自身信用的意识，不重视财务信息、企业信誉等的信

号作用，不仅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转，还加深了银行对

中小企业的不信任（凌江怀等，2016）。我国各地区之

间信用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在信用制度环境较差的

地区，由于缺乏合同执行约束和保障机制，银企之间

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使得商业银行更倾向于

将中小企业归为高风险对象，导致其不愿意为中小

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钱先航，2013；郭丽婷，

2014）。
与大企业相比，恶劣的信用制度环境对中小企

业的银行信贷的负面影响更大（钱先航等，2013）。中
小金融机构利用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优势为中小企

业提供信贷支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关系型信贷技

术，而“软信息”的可信度受到信用环境的影响较大。

因此，在信用环境不佳的地区，“小银行优势”难以充

分发挥，中小企业信贷更容易遭到拒绝。同时考虑

到：在信用环境良好的地区，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贷

款违约的预期较低，中小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

金融资源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导致企业的社会关系

资本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降低；而在信用环境较

差的地区，企业受到恶劣信用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得

企业不得不更依赖社会关系资本来促进中小银行信

息和代理成本优势的发挥，从而获得满足生产经营

所需的信贷资金。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改善中小企业所处商业信用环境能促进中

小银行为其提供信贷支持。

H4：中小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本与所处商业信用

环境在促进其获得中小银行的信贷支持方面存在一

定的替代作用。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筛选

本文选取 2011 ~ 201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进行

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

库的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高管

特征数据库、企业股权性质数据库以及银行贷款数

据库等。本文选择中小板企业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上市公司经审计而披露的数据与抽样调

查所获取的数据相比更加客观可靠；另一方面，以中

小板企业为样本研究的结论基本符合我国国情（郭

丽婷，2014），相关结论能适度延伸到一般中小企业

（姚耀军，2015）。
为了确保研究数据的完整性、适用性，需对初步

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适度筛选：①剔除样本数据中

带有∗ST的公司；②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③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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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没有披露银行贷款数据的企业，以及借款金额、贷

款银行不明确的数据；④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剔除中小板上市企业中规模偏大的企业。经过筛选，

本次实证分析最终获得 243个样本。数据的预处理

工作都在 Excel 2003 中进行，模型的回归分析在

STATA 11.2中进行。考虑到极端值的可能影响，本

文对连续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

（二）指标设定

1. 被解释变量：信贷支持度（SMBF）。中小企业

的规模大小、财务制度完善程度、银企和政企关系深

度、所处金融环境等差异，会导致不同中小企业获得

的中小银行信贷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以单个中小

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的信贷额度占全体样本企业从

中小银行获得的平均信贷规模的比例来描述中小银

行对某个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程度，将其定义

为“信贷支持度”。SMBF等于某中小企业的中小银

行贷款额与平均贷款额的比值。平均贷款额是指，某

一年度所有样本中小企业在当年获得的中小银行贷

款总额除以样本企业总数。信贷支持度越高，反映中

小银行为该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越强，说

明“小银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2. 解释变量：银企关系资本变量。本文用两个

指标来代替银企关系资本变量：①银企关系持续时

间（BER）。企业从成立之日起，通过银行办理存贷

款业务、代发职工薪酬、票据汇兑等来与银行保持信

息交流，使得银企关系持续时间与企业经营年限之

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郭田勇，2006）。因此本文采

用企业经营年限作为银企关系持续时间（BER）的

替代变量，并定义BER为各个中小板企业成立日到

样本对应年度末的总天数除以 365。②高管金融背

景（FB）。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有助于银企关系的形

成，根据高管特征数据库，如果企业高管曾在或者正

在监管机构、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任职，则设定虚

拟变量 FB为 1；若企业高管无相应金融背景，则设

定FB为0。
3. 解释变量：政企关系资本变量。本文用两个

指标来代替政企关系资本变量：①高管政治背景

（PB）。企业现任的高管曾任或正任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在党政机关任职的，被认为有政治关联

（PC），并设定 PC为 1，无政治关联的 PC为 0。同时

依次对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含

以下）赋予不同的政治关联强度（PCS）5、4、3、2、1，
则PC×PCS反映高管不同强度的政治背景。如果同

一企业存在多个有政治背景的高管，本文取每个企

业PC×PCS的最大值为该企业最终的政治背景PB。
②股权性质（EN）。根据企业股权性质数据库对企业

股权性质的划分，当中小企业为国企时，本文设定虚

拟变量EN为 1；而当企业为私营或者外资企业时，

则设定EN为0。
4. 解释变量：信用环境指数（CEI）。本文采用中

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课题组发布的商业信用环

境指数CEI，该指数从信用投放、企业信用管理制

度、政府信用监管等七个维度综合反映企业注册地

所在城市的信用环境。CEI的取值区间为［0，100］，
CEI指数越大，表示城市的信用环境越好。该指标

2014年的数据未披露，本文借鉴学者钱先航（2013）
对缺失数据的处理方式，以各城市2013年和2015年
的CEI指数平均值来弥补缺失数据。

5. 控制变量。虽然企业财务因素不是本文研究

的重点，但银行审批贷款时非常重视企业的财务状

况。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的严谨性，引入以下财务指标

作为控制变量：①营业收入（INCOME）取对数，反

映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该年度经营成果；②利息保障

倍数（ICR），反映企业偿债能力；③固定资产比例

（FIXED），反映企业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资产比例；

④资产报酬率（ROA），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考虑到

企业以过去年度财务信息等申请银行贷款，本文采

用相应指标上一年度的数据作为控制变量（郭田勇，

2006）。另外，引入年度虚拟变量（YEAR）控制未知

的随年度变化的因素。

（三）模型设定

设定如下模型（1）~（4）：
SMFi=α0+β1BERi+β2FBi+βControlVariables+ε

（1）
SMFi=α0+β1PBi+β2ENi+βControlVariables+ε

（2）
SMBFi=α0+β1CEIi+βControlVariables+ε （3）
SMBFi=α0+β1BERi+β2FBi+β3PBi+β4ENi+

β5CEIi+βControlVariables+ε （4）
本文设定回归模型（1）以考察H1银企关系资

本变量：银企关系持续时间（BER）和企业高管金融

背景（FB）对中小企业获得中小银行“信贷支持度”

的影响；设定模型（2）以检验H2政企关系变量：企

业高管政治背景（PB）和企业的股权性质（EN）对中

小企业获得中小银行信贷支持度的影响；设定模型

（3）以检验H3：中小企业所处的信用环境对其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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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的影响；设定模型（4）以检验H4：中小企业社

会关系与信用环境对“信贷支持度”的替代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数据

显示，中小板上市企业获得中小银行的“信贷支持

度”平均值为 1.93，且方差较大，反映了中小企业获

取中小银行信贷的能力受其自身素质、银企和政企

关系、信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较大差异。样本

企业与银行建立银企关系的平均年限约为12年，且

不同企业的银企关系持续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大约

30%的中小板上市企业中有高管人员曾在或者正在

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股权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占比

较少，中小企业的政企关系总体差异较大。此外，信

用环境指数CEI的方差较大，反映我国城市之间信

用环境发展不平衡。

（二）单变量对比分析

表 2给出了国有和非国有中小企业、有金融背

景和无金融背景的中小企业获得中小银行信贷的单

变量对比分析结果。表2的结果显示，对于中小板上

市企业而言，其股权性质是否为国有，并不显著影响

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度”的均值，可以预测回归结果

中被解释变量EN可能不会显著影响中小企业获得

中小银行信贷的能力；而具有金融背景的中小板企

业，其“信贷支持度”显著大于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

比较EN和FB两个变量的因素分析结果，可以预测

银企关系会强于政企关系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从“小银行优势”假说的视角研究社会关系

资本及信用环境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获得中小银行信

贷的能力，为了突出中小企业信贷与中小银行的关

联性特点，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中小企业从所有银

行获取信贷的“信贷支持度”（以BF表示），用于与来

自于中小银行的“信贷支持度”（SMBF）进行对比。

与SMBF的定义方式类似，BF等于某中小企业的银

行贷款额与平均贷款额的比值。此处的平均贷款额

是指，某一年度所有样本中小企业在当年获得的全

部银行贷款额总数除以样本企业总数。以 SMBF和
BF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形成回归结果

① ~④以及⑤ ~⑧，如表3所示。

1. 银企关系资本效应。回归结果①显示，反映

中小企业的银企关系持续时间的指标BER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

通过长期合作，建立稳定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高信

贷支持度，促进“小银行优势”发挥，从而支持H1。同
时，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FB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

明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高管强化银企关系，有助于

缓解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中小银行向中小企

业放贷，也支持H1。另外，被解释变量为BF的回归

结果⑤显示了相似的效应，即与银行形成长期密切

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提高包括大型银行在内的银行

整体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度。

2. 政企关系资本效应。回归结果②显示，政治

背景PB对“信贷支持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说明政治关联的建立能提高中小企业获取中

小银行信贷的能力，从而支持了H2。同时回归结果

⑥显示，相比于中小银行信贷而言，中小企业的政治

背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获得大型银行信贷的可能

性，即中小企业的政治关联更有助于其获取大银行

的信贷。对于解释变量EN，回归模型②显示，国有

中小企业并不会比非国有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中小

银行信贷，与H2不符。对比回归结果⑥，EN的系数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相比于非国有中

小企业，国有中小企业来自银行整体的信贷支持度

较高。这说明中小企业的国有属性并没有促进其获

得中小银行信贷，但可能促进其获取大银行的信贷。

3. 银企、政企关系资本作用的差异。通过对比

回归结果①和②的银企关系持续时间BER、金融背

景FB和政治背景PB可以发现，在BER、FB和PB的

系数均满足显著性要求的前提下，BER的系数和FB

变量

SMBF

EN=0
（227）
1.8257

EN=1
（16）
3.3772

difference

-1.5515

FB=0
（169）
1.1789

FB=1
（74）
3.6382

difference

-2.4593∗∗∗

Variable

SMBF

BER

FB

PB

EN

CEI

Obs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Mean

1.9278

12.0926

0.3045

2.6420

0.0658

75.2027

Std.Dev.

4.3823

4.5016

0.4612

1.5639

0.2485

5.3087

p25

0.0532

8.9600

0

1

0

71.3190

p50

0.3268

12.0100

0

3

0

74.4950

p75

1.4906

14.3800

1

4

0

77.5740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单变量对比分析

注：括号内是解释变量对应属性的样本量；∗∗∗代表

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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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均比PB的系数大。这意味着，企业的社会关

系资本如银企、政企关系，均有助于弥补正式信任机

制的缺陷，促进“小银行优势”的发挥，以提高中小企

业获得中小银行信贷的能力。但相比建立政企关系，

建立稳定持久的银企关系的作用更直接有效。

4. 信用环境效应。回归结果③中，城市商业信

用环境指数CEI与中小企业的 SMBF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呈现正相关，支持了H3。根据回归结果⑦，

信用环境的优化也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银行整体信贷

可得性。CEI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在信用环境不

佳的地区，企业信用意识相对薄弱，企业违约风险以

及银行的监督成本相对较高，使得中小企业的“信贷

支持度”较低。

5. 银企、政企关系资本以及信用环境的替代效

应。回归结果④的BER、FB、PB、EN、CEI等重要解

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和正负性与回归结果① ~③基

本一致，说明上述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比较回归

结果① ~④，在同时考虑银企关系、政企关系和信用

环境指数时，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相对较小，而只

存在银企关系或政企关系或良好的信用环境时，各

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较高。该回归结果表明，银企、

政企关系和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信贷支持度”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从而支持H4。也就是说，

在信用环境不佳的地区，企业的银企、政企关系资本

对“信贷支持度”的作用相对增强。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小企业的社会

关系资本及其所处信用环境对其获得中小银行信贷

支持度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 社会关系资本有助于中小银行发挥比较优

势，从而促进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度提升。其中，

稳定的银企关系及中小企业高管金融背景，能缓解

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而高管

政治背景能为企业提供良好声誉和隐性担保，降低

中小企业的信贷违约风险和对其进行监督的成本，

从而促进“小银行优势”发挥，提高中小银行对中小

企业的信贷支持度。

2. 政治关联对“小银行优势”的促进作用不如

变量

BER

FB

PB

EN

CEI

INCOME

ROA

FIXED

ICR

YEAR

cons_

①
SMBF

0.3894∗∗∗
（5.55）

1.8269∗∗∗
（2.88）

0.7581∗∗
（2.18）

2.1284
（0.30）

-1.5153
（-0.66）

-0.0020
（-0.23）

yes

-4.7271∗∗∗
（-3.14）

⑤
BF

0.3228∗∗∗
（5.52）

1.9754∗∗∗
（3.55）

0.5330∗∗
（2.01）

4.2667
（0.67）

0.6072
（0.30）

-0.0007
（-0.12）

yes

-4.5263∗∗∗
（-3.72）

②
SMBF

0.2948∗∗∗
（3.41）

1.4564
（0.87）

1.4657∗∗
（2.51）

-4.7290
（-0.61）

-3.7709
（-0.90）

-0.0011
（-0.12）

yes

-1.4846
（-1.23）

⑥
BF

0.4115∗∗∗
（3.23）

1.1629∗
（1.68）

1.1424∗∗∗
（3.27）

-1.3757
（-0.20）

-1.2645
（-0.52）

-0.0019
（-0.26）

yes

-1.6662∗
（-1.70）

③
SMBF

0.1351∗∗
（2.22）

1.3840∗∗∗
（3.26）

-5.9324
（-0.77）

-1.8316
（-0.68）

-0.0040
（-0.37）

yes

-9.5346∗∗
（-2.07）

⑦
BF

0.1098∗∗
（1.98）

1.0762∗∗∗
（3.11）

-2.3678
（-0.34）

0.3172
（0.13）

-0.0025
（-0.31）

yes

-8.1838∗∗
（-2.01）

④
SMBF

0.3702∗∗∗
（5.30）

1.7158∗∗∗
（2.67）

0.2797∗∗
（2.13）

1.8265
（1.21）

0.0475∗
（1.93）

0.7181∗∗
（2.06）

3.2300
（0.47）

-1.1500
（-0.48）

-0.0003
（-0.03）

yes

-8.8349∗∗
（-2.22）

⑧
BF

0.3091∗∗∗
（5.30）

1.9076∗∗∗
（3.47）

0.2061∗
（1.84）

1.5521∗
（1.77）

0.0324∗
（1.69）

0.5022∗
（1.86）

5.2078
（0.82）

0.8486
（0.41）

0.0005
（0.09）

yes

-7.3968∗∗
（-2.11）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对应的解释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据代表解释变量对应的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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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关系显著，并且产权差异对提高信贷支持度的

作用也不显著，表明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之间建立

稳定密切的关系，能更直接有效地促进中小银行发

挥优势。

3. 在商业信用环境不佳的地区，中小企业获得

的中小银行信贷支持度显著下降，意味着恶劣的信

用环境使得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成本上升，“小银行优

势”作用受到抑制。

4. 在信用环境不佳的地区，中小企业的社会关

系资本对提升信贷支持度的作用更为明显，意味着

社会关系资本传递了企业的声誉信号，弥补了信用

环境劣势造成的不足，进而促进“小银行优势”的发

挥。

（二）建议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小银行优势”的

信任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促进中小银行充分发挥服

务于中小企业的预期功能，缓解中小企业信贷困境。

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

1. 中小企业应重视与银行之间形成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可选聘有金融背景的人士为企业高管，

并适度寻求政治关联。同时，中小企业应改善信息披

露质量，增强信用意识，共同维护区域信用环境，以

有效缓解信任缺失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2.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其应不断审视自身的相

对优势以明确市场定位，通过专业化、特色化服务的

发展战略，提高自身竞争力。积极拓展中小企业信贷

市场，努力挖掘资质较好的中小企业客户，与之建立

长期密切的联系。同时利用并改进关系型信贷技术，

综合企业的“硬信息”和“软信息”，定制适合中小企

业的信贷产品，在兼顾“三性”原则基础上做出合理

的信贷决策。

3. 政府部门应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中

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改善区域的信

用环境水平，同时给予中小企业适度的政策扶持，为

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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