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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摘要】以中西部地区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9 ~ 2015年七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运用三阶

段数据包络分析法建立实证模型，分析该区域科技金融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包括综合效率、纯技术效

率和规模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整体较差，并且受环境变量、随

机干扰因素以及管理无效率因素的影响很大，剔除环境因素、随机干扰因素和管理无效率因素的影响之

后，科技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综合净值出现上升趋势，证明环境因素对于科技金融配置效率有重大影

响。最后针对效率低下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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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一行三会”联合知识产权局下发了

《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

务的意见》，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科技创新促进发展的

重视。2018年1月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全国科技

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有

了明显的提高。2017年，整个社会的研究与开发阶

段支出估计达到了 17600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了

70.9%，占GDP比重约为 2.15%，超过欧盟地区平均

水平2.1个百分点；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

论文的数量比 2012年增长了 70%，目前排名暂居世

界第二，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世界第一；对世界的科

技进步贡献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技资金的投入带来了较

为理想的产出，但距离创新强国的宏伟目标还有很

大差距，因此必须加大金融资源对于科技领域的投

入，实现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

景下，我们不仅要求金融与科技的结合，更要做到金

融与科技的高效结合，这就引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

话题——科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之所以选

择中西部地区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中西部地区属于

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如果

和东部地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能会得出不同的

结论。过去几年，国家虽然出台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

政策，如“中部崛起”计划、“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但

主要侧重点是民生、资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用于科技发展的资金很少。所以，本文想通过研究

中西部地区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金融投入

产出数据，来探索该区域科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文献回顾

通过阅读文献，我们可以得出国外学者对于科

技金融投入产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经费的来源

方面，包括金融机构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政府财政

补助。Benfratello等[1]通过对意大利科技型公司的分

析得出，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数量越大，科技研发的成

功率也越高；Giannetti[2]认为来自银行的贷款对高

技术企业引进新产品和开展创新活动起到了显著的

促进作用；King等[3]认为资本市场筹资成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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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融约束对科技创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

直接融资方式可以降低科技创新的风险和融资成

本，并能带动全社会的投资；Gerard等[4]认为在企业

通过市场筹集资金发生困难时，政府的财政性拨款

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解决市场失灵引发的问

题，从而促进科技创新。

国内学者也对科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分

析建立了当下的科技金融相关指标体系，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科技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测

算。本文在选择指标体系时参考的是前者，在进行效

率测度时参考的是后者。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进展

国内最早对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研究的

是王海、叶元煦[5]，他们构建了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

标，提出效益评价模型；赵昌文等[6]第一次较为全

面、系统地提出了科技金融的六大指标体系，包括科

技金融环境指数、科技资本市场指数、研究与发展指

数、科技贷款指数、创业风险投资指数以及科技保险

指数，是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的集大成者；曹颢、

尤建新等[7]构建了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指标，并根

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进行了聚类分析；徐玉

莲等[8]从科技金融资金总量、投资绩效、结构以及环

境四个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与金融成熟度评价

指标体系。

（二）科技金融配置效率的研究进展

徐玉莲、王玉冬 [9]通过DEA交叉效率评价模

型，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公共资金、市场资金对科技的

配置效率，结果显示两类资金对于科技的配置效率

迥然不同；Guan等[10]、韩威[11]、章思诗和李姚矿[12]

运用DEA-Tobit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科技拨

款与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显著负相关；赵稚薇[13]

经研究分析认为，政府科技投入越多，科技创新效率

越高，创业风险投资额越低。

另有学者将环境、随机干扰以及管理无效率等

环境指标纳入研究范围：杜金岷、梁岭、吕寒[14]通过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全国各地区金融投入和科

技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环境因素对各个

省份投入产出效率影响差异很大；曾胜、张明龙[15]

利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

变量因素对金融与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很大；

杨凤鸣、陈国生、彭文武[16]认为目前我国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低下，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正向影

响比较显著，来自于对外开放和工业发展程度的影

响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在空间区域方面，学者对于全国范围

的研究比较多，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比较少，当下

正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关键

时期，“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对于我国西部地

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的研

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

展水平差异较大，若以东部地区的数据为评价标准，

对于中西部地区是不公平的，东部地区不论是从经

济、环境，还是从政治、人文因素来看都要优于中西

部地区，因此本文在进行测度分析时剔除了东部地

区的相关样本。在模型的运用上，本文选择的是三阶

段DEA模型，该模型不仅考虑了投入产出对于效率

值的影响，而且考虑了环境变量对决策单元效率的

影响；在数据维度的选取上，本文选取的是 2009 ~
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该期间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

统的分析，数据的处理虽然更为复杂，但涵盖范围较

广，说服力较强。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经典的三阶段DEA实证模型，将传统

的DEA方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结合起来，对

影响效率测度的不可控制的外部环境成因进行剥

离，以期得到更准确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值。

1. 第一阶段：对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进行DEA测

度。将投入产出数据代入BBC-DEA模型，即以投入

为导向的DEA模型，并运用Deap 2.1软件测算每个

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和投入冗余值。综合效率值

（TE）包括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它们

之间的关系是：

TE=PTE×SE （1）
2. 第二阶段：运用 SFA模型对原始投入数据进

行调整。在环境因素、随机误差、管理无效率等因素

的影响下，第一阶段DEA得出的效率值会产生一定

的偏差，将这三个因素剔除，让决策单元处在同样的

环境下，以期得到真实效率值，需要在第二阶段通过

SFA模型对投入松弛变量进行调整，得出调整后的

投入数据。

Sik=f n（Zk；δi）+Vik+Uik （2）
其中：Sik是指第k个决策单元第 i项投入的松弛

值；Zk是环境变量；δi是环境变量的系数；Vik+Uik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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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混合误差项。在对投入松弛变量进行调整之前，需

要进一步分析Sik中的混合误差项，从中分离出随机

扰动和政策执行无效率的影响，倒推得到如下公式：

其中：λ=σu/σv和εi=vi+ui为联合误差项；Φ指的

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φ指的是标准正态密度函数。

3. 第三阶段：将调整后的投入数据再次利用

DEA模型进行测算。用调整后的投入数据重新和产

出指标进行组合，再次运用BBC-DEA进行测算，得

到的就是剔除随机扰动和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后的理

想效率值。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金融投入及科技产出变量。通过阅读相关文

献，考虑数据收集的客观性、可得性和精确性，确定

了以下投入产出指标（见表1），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科技部官网，

由于金融方面的投入产出具有时滞性，在进行数据

整理时将产出数据滞后一年。

政府部门通过出台各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

政策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对科技创新能力有着一定

的推动作用。赵稚薇[13]认为政策性科技投入是高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顺利进行和创新效率提高的关

键因素，所以本文选用财政科技拨款指标。曾胜等[15]

认为，政府对于科技投入的增加抑制了科技创新，在

此基础上添加了金融机构科技贷款指标，即银行对

科技型企业的贷款。多数企业在缺乏资金时都会选

择向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有一定的约束条件，必须

列明贷款资金用途，禁止投资高风险项目。所以，本

文又将企业自有资金纳入测度范围，自有资金相对

来说灵活方便。科技产出指标主要从三方面来选取：

一是专利申请授权量情况，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创

新水平；二是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反映我国科技工

作者的学术成就；三是新产品的销售收入，衡量企业

当年科技投入的产出效应。

2. 环境变量的选取。本文选取了四个环境变

量：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对

外开放程度。

（1）政府支持力度，用财政科技拨款占内部研发

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融资

渠道不畅通，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

源于政府补助，而且区域间的差异程度导致政府的

支持力度也有所不同，对投入产出效率造成不同程

度的影响。

（2）经济发展程度，用各地区的人均GDP来反

映。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于科技创新的效率

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科技投入

的水平，不同地区的经济收入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

科技投入。张明喜[17]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

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持，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红利又促进了科技

创新。

（3）教育投入水平，用教育经费支出与GDP的

比值来反映。教育投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

质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数，是科技发展创新的内

在因素。曹琳俐[18]经过研究发现，教育的投入对科

技创新效率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因为它可以为科技

创新输送高科技人才。

（4）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

值来反映。若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那么这

个国家就越有可能吸收国外的投资资金、先进技术

以及高科技人才为本国的科技创新服务，促进本国

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

（三）中西部地区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

分析

1. 第一阶段 DEA 实证结果。本文通过运用

DEAP 2.1，对 2009 ~ 2015年期间的 6组数据进行测

度，得出第一阶段效率值（见表 2），对 6年的数据取

均值得到平均效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6省的整体效率值

偏低，没有一个省份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中：安徽的

效率值最高，纯技术效率值达到了 0.979，规模效率

达到了 0.951，基本接近效率前沿面，表现最优；湖

北、山西的综合效率最低，仅为 0.534、0.577，与中部

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差很远。从综合效率偏差的内部

结构因素来看，中部地区规模效率值要远远高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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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金融
投入

科技
产出

指标（单位）

财政科技拨款（万元）

金融机构贷款（万元）

企业资金投入（万元）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项）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篇）

高技术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表 1 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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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中部平均

crste
0.577
0.930
0.693
0.887
0.534
0.773
0.681

vrste
0.609
0.979
0.732
0.894
0.575
0.780
0.701

scale
0.949
0.951
0.945
0.990
0.937
0.992
0.971

西部地区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西部平均

crste
0.390
0.515
1.000
0.998
0.952
0.916
0.637
1.000
0.876
0.700
0.953
0.709

vrste
0.541
0.554
1.000
1.000
0.989
0.935
0.705
1.000
1.000
0.981
0.981
0.734

scale
0.709
0.926
1.000
0.998
0.961
0.979
0.911
1.000
0.876
0.709
0.971
0.967

技术效率值，并且都处在0.9以上，接近效率前沿面，

说明规模效率处于递增趋势，而纯技术效率较低，导

致中部地区整体效率值较低，说明该地区的技术管

理水平有待提高；中部地区两个年均效率值都低于

西部地区，与预期不符。

观察西部 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金融

资源配置效率。从平均值来看，重庆和甘肃的综合效

率最高，处于生产前沿面，属于第一梯队；四川、新

疆、云南、贵州、青海次之，属于第二梯队；宁夏、广

西、内蒙古、陕西综合效率最低，属于第三梯队。可见

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差别较大，尤其是内蒙古

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值仅为0.390，远远落后于其他地

区，地区发展之间极不均衡。从效率结构来看，处于

第二梯队的规模效率值几乎都小于纯技术效率值，

与中部地区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科技的投入力度

不足。我们来具体分析下新疆和陕西，一般来说，在

我们的印象中，陕西的发达程度高于新疆，但是新疆

的效率值却远远高于陕西。通过搜集资料我们得知，

新疆对于农业机械化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水平在

全国是最高的，其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高，尤其是棉

花和番茄。处于第三梯队的省份，纯技术效率值远远

小于规模效率值，说明其在技术方面不大具有优势，

使得投入不能得到最大产出，但存在一定的规模优

势，说明当地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加强科技创新方面

的投入。

2. 第二阶段 SFA回归分析。在进行 SFA回归分

析时，将调整前投入变量的松弛度作为因变量、四个

环境指标作为自变量，使用Frontier 4.1软件进行回归，

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查看表中的参数值，在

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多数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1）政府支持力度。政府的支持力度与财政科技

拨款、企业资金投入显著负相关，对金融机构贷款的

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财政拨款对科技创新

具有正向作用，与前面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这

可能是前面学者的研究对象包含东部地区，而东部

地区科技投入产出已经饱和，如果政府进行过多的

干预，就会产生负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科技

金融的投入尚处于成长期阶段，政府的投入有助于

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

（2）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资金投

入显著负相关，对财政科技拨款和金融机构贷款的

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符合我们之前的假设，

因为人均GDP的快速增加直接来源于企业创收创

富，侧面反映出企业可利用资金更加充裕，为科技投

入奠定了资金基础。

（3）教育投入水平。教育投入水平与财政科技拨

款、企业资金投入和金融机构贷款显著负相关，即教

育投入水平越高，其投入冗余值越低，投入资金利用

率越高。如果一个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越高，尤其是

高等教育的投入越高，该地的高学历、高层次的研究

人才越多，他们能够更精确地计算项目资金、人力资

注：crste表示综合效率均值，vrste表示纯技术效率均

值，scale表示规模效率均值。下同。

表 2 2009 ~ 2015年调整前中西部科技金融效率均值

自变量

常数项

政府支持
力度 Z1
经济发展
水平 Z2
教育投入
水平 Z3
对外开放
程度 Z4

Sigma-squared

Gamma

Log值

LR单边检
验值

财政科技
拨款（t值）

-15.484099
（-0.87）

-3.1421034∗
（-2.07）

-2.2202164
（-1.32）

-9.8777745∗∗
（-3.15）

-2.1281917∗∗
（-2.87）

92.223671∗∗
（2.91）

0.8991561∗∗∗
（23.85）
-361.94

93.478046∗∗∗

企业资金
投入（t值）

-18.646279
（-1.09）

-3.1218548∗∗
（-2.23）

-3.1346319∗
（-1.83）

-13.850655∗∗∗
（-3.93）

-2.5914486∗∗
（-3.67）

111.75101∗∗
（2.86）

0.92381155∗∗∗
（31.74）
-358.42

104.01494∗∗∗

金融机构
贷款（t值）

-8.4840764
（-0.64）

-2.1558978
（-0.24）

-2.6039734
（-0.28）

-9.591658∗∗
（-3.71）

-1.8508334∗∗
（-3.40）

65.592831∗∗
（2.95）

0.92139639∗∗∗
（32.35）
-325.06

106.2832∗∗∗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t值。

表 3 随机边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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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投入以及所需设备成本，利用专业知识可以使投

入产出最大化，减少不必要的投入。

（4）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来反映。该指标

对财政科技拨款、企业资金投入、金融机构贷款的冗

余值具有反向作用，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财政科技

拨款、企业资金投入、金融机构贷款冗余值就越低。

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

技术、引进优秀的科技人才，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

服务。

3. 第三阶段DEA分析结果。根据SFA回归得出

的调整后的投入值，重新整理投入产出数据，再次运

用Deap 2.1软件对投入产出进行BBC模型测算，得

到了调整后的效率值，见表4。

（1）与调整前的效率值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综合

效率值是上升的。综合来看，其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比

较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调整前中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均小于规模效率

值，调整后出现极大反差，规模效率下降的幅度要小

于纯技术效率上升的幅度，最终导致综合效率值上

升。这说明，剔除管理无效率因素后，中西部地区的

纯技术效率是上升的，调整前该值被低估。

（2）就中部地区而言，其效率值相对于调整前有

所上升，但是没有一个省份达到效率前沿面，安徽、

湖北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安徽的综合效率

值是最优的，接近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综合效率

值都出现了下降，整体平均值低于西部地区，整体表

现较差。调整后与调整前相比也有进步的地方，主要

反映在由规模效率优势向纯技术效率优势的转变，

这就为以后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3）针对西部地区，在排除环境变量、管理无效

率因素后，西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是上升的，考虑到西

部地区的高校资源相对中东部地区非常缺乏，截至

2017年年底，全国 985/211高校共 112所，东部地区

71所，平均7所/省，中部地区17所，平均3所/省，西

部地区总共 24所，平均 2所/省，西部地区高校排名

相对靠后，科研能力不强。西部地区的环境条件较恶

劣，这也是导致人才缺乏的原因。在排除这些管理无

效率因素和环境因素后，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的投入

产出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具体来看，西部地区综合效率下降幅度最大的

是宁夏，达到了 71.09%，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是该地区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二是当地漂亮的自

然景观，给其带来了充裕的政府补贴和旅游收入，为

其科技发展带来了充足的资金，一旦排除这些环境

因素的影响，其规模效率值大幅下降。陕西、云南、

四川三省是剔除环境变量影响后综合效率值出现上

升的省份，这主要归因于纯技术效率的上升。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 2009 ~ 2015年中西部 1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得

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整体上看，中西部地区

的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的效

率值低于西部地区。第二，调整前和调整后的投入产

出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外部环境因素、随机

扰动因素、内部管理因素对科技金融资源的投入产

出效率影响很大，在排除环境因素、随机扰动因素等

的影响后，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值有所上升。第三，通

过对环境变量的分析，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越大，

越能促进中西部地区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教育投

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的提

高；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科技金融投入、产

出效率的提高。其中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二）建议

针对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问题，应该予以重视。虽

然中部地区在经济、教育、环境方面相对西部更有优

势，但是投入产出效率低于西部，这一点需要引起

各方关注。鉴于中部地区和西部部分省份纯技术效

率低于规模效率的现状，应该积极引进发达省份的

先进技术、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广纳高科技人才，建

立具有当地特色的“硅谷”企业，加快产品的升级换

表 4 2009 ~ 2015年调整后中西部科技金融效率均值

中部地区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中部平均

crste
0.382
0.963
0.624
0.825
0.592
0.641
0.712

vrste
0.660
0.968
0.832
0.888
0.627
0.721
0.894

scale
0.576
0.995
0.747
0.921
0.947
0.885
0.801

西部地区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西部平均

crste
0.171
0.474
0.855
1.000
0.834
0.943
0.665
1.000
0.261
0.198
0.579
0.809

vrste
0.539
0.693
0.927
1.000
1.000
0.953
0.717
1.000
1.000
0.965
0.884
0.964

scale
0.318
0.690
0.922
1.000
0.834
0.991
0.927
1.000
0.261
0.205
0.654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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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对于西部地区规模效率较低

的省份，应增加科技型企业、研发机构的投入数量，

继续加大金融对于科技的投入，发挥规模优势，以此

提高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不景气、教育水平低

下、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工作环境恶劣等外部环境问

题，我们应该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提升目前的环境条

件。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金融扶

持力度，该地区仍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投入的增

加有助于科技金融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政府也应

该对投入的资金进行严加监管，督促金融机构合理

配置投入企业的研发资金；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资

源的投入，尤其是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的投入，制定

全面的人才引进战略，吸引人才留疆建疆，在边疆地

区开设名校分校；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有限，应该增

加西部地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用自身的资源

优势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

众多科技创新型企业还面临一个较大的问题

——融资难。科技金融的投入主要来源于财政科技

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由于科技型企业具有较高的

行业风险，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它们提供信贷，中西部

地区金融市场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微小，由此限制

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应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多层次

的金融市场体系，设立风险投资机构，由风险投资保

险机构来为风投企业提供担保，建立第四大政策性

银行，专门用来服务于科技创新型企业，为其提供充

足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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