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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
结构效应与机制
研究发现，在数字金融的影响下，企业的核心创
新竞争力得以逐步加强，展现出了显著的“ 结构性”
创新动力，过往企业存在的“ 创新泡沫” 问题可能有
所减缓，这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在全球技术链条中

５１０５２１

征。 这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如若仅依靠面积覆盖
而不实现深度挖掘，则很难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支
持，也无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这也为
后续数字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金融的“ 纠错配” 和“ 补短板” 功能
第一，数字金融的靶向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

“ 低端锁定” 的困境。 第一，区别于传统金融业态，

对于制造业而言，数字金融对实质性技术创新的促

数字金融是金融与科技在基因层面上进行深度融合

进作用之大，甚至还带动了整体专利创新活动的增

的产物，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传统金融存在的

长。 确实，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

短板，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融资工具，进而更好地服

承担着经济增长和创新转型两大重任，在当前经济

务于微观企业主体的金融资源需要。 数字金融甚至

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更为严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盘活现

苛的生存条件。 数字金融的发展，为这类企业提供

有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资源，从而为实

了更多元的融资渠道，在信息流转匹配上也多有助

体经济乃至技术创新部门提供更多助益。 第二，数

力，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将金融资源与创新活动相

字金融所内嵌的大数据技术，能够引导金融要素跨

匹配，为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基础保障。

时空配置，提高了经济系统内资源的流通效率，极大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克服传统金融中存在的

地便利了地区、行业间的要素交流，从而有助于企业
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第三，数字金融结合了区块

“ 属性错配” 和“ 领域错配” 问题，从而对技术创新起
到了显著优化效果。 对企业进行的金融支持，不但

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大数据技术，对非结构化、非

要关注是否能够得到金融支持，还要关注什么阶段

标准化的海量信息进行归集、分类、解析与决策，能

获得金融支持。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后者比前者

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此

更重要。 数字金融不但能够更高效识别何种企业需

外，在市场外部的监督压力下，企业会更加关注如何

要金融支持，还能针对企业特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

提升核心创新竞争力，从而将资源向这类高含金量

精准对接。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在企业的成长期和

创新活动集中，对于那些经济潜能较低的专利创新

成熟期中都展现出创新驱动效果。 不同的是，数字

而言，并不会产生显著裨益。 为了更精确地刻画数

金融对成熟期企业实质性创新活动的驱动效果明

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进一

显，甚至带动了整体专利创新水平上升；在企业衰退

步将数字金融指数分解降维至两个对称的层面：数

期中，数字金融并没有展现出显著的提振效果。 这

字金融覆盖广度（ 主要通过电子账户数等体现） 和

是因为，成长期企业的内部资源相对匮乏，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 包括但不限于支付业务、信贷

业务等，考察其实际使用人数也测度人均交易额） 。

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多样化的现金流。 更重要的
是，数字金融还能够提升企业处理、 分析信息的能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力，帮助企业做出更合理的技术创新决策。 但毕竟

影响效力不明显，且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显著的衰

囿于规模体量小等原因，数字金融对成长期企业的

减特征；而数字金融的深度发展，展现出显著的“ 结

创新驱动能力并不如成熟期那样强劲。 成熟期企业

构性” 创 新 驱 动 效 应 和 时 间 序 列 上 的 动 态 叠 加 特

拥有着更丰厚的资源积淀、基础研发条件和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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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数字金融的支持能够更为彻底地释放企业的创

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出现的套利和风险

新能力，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强度也会高于成

衍生行为，有助于数字金融行业规范化、有序化的发

长期。 衰退期企业自身的资源储备不足，进行技术

展，更好实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重要目标。 更

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减弱，依靠大数据技术而生的数
字金融会有效识别出这类创新动能小的企业，从而
降低对这类企业的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金融

的发展，能够有效克服传统金融中存在的 “ 阶段错
配” 问题，从而对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优化效果。

重要的是，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的 “ 靶向
性” 和“ 安全性” ，在实现数字金融产品精准供给的
同时，能够借助金融监管防范流动性、信用性等微观
风险，增强企业的数字金融可获性和利用深度，对于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有着显著裨益。

第二，数字金融的缺项补足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在 １３０ 个经济体中长期处于较

四、政策建议

高水平，并且这种金融抑制改善的进程相对缓慢，使

第一，应当给予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的支持政

得中国经济体中庞大的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对

策，在守住风险的底线下，给足“ 试点融错” 空间，鼓

接，以至于数字金融的诞生和发展被市场迅速接受

励和完善配套产业发展，打好信息技术基础，依法合

并展现出极高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金融

规破除当前数据孤岛困局，推进信息有效流动，积极

本身就有着较为明显的增量补充“ 普惠效果” 。 在

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端核心技术的发展，助力

上述逻辑下，在传统金融部门发展相对较弱的地区，

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深化，为数字金融反哺创新活

数字金融理应能够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形成增

动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为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驱

益，从而形成一定的普惠覆盖。 研究发现，在银行业

动创新发展的正面作用，需要助力企业获取更为便

部门发展较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

捷、定价合理的金融服务，这也意味着应当鼓励多元

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银行业部门发展较差的地

化的金融业态，为数字金融精准有效甄别、赋能企业

区，数字金融对企业各种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展

创新活动提供良好制度环境，为数字金融释放经济

现出明显的正向驱动。 与之类似的，在资本市场发

增长新动能提供保障。

展较差的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各种层次技术

第二，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需要建立在完善和

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而在资本市场发展

补充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尤其是针对中国以银行为

较好的区域，数字金融并没有展现出具有统计显著

主导的金融结构，传统金融机构应当拥抱数字金融

差异的影响。 无论是银行业抑或是资本市场，其发

发展趋势，将金融资源精准下沉到实体企业中，对融

展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地区的金融发展程

资需求旺盛、创新能力优的企业给予足够的金融支

度，银行业部门（ 资本市场部门） 发展水平越低，意

持。 具体体现在：在事前识别企业画像中，重点关注

味着当地的金融抑制程度可能更高，此时数字金融

如何提高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估，为定制个性化的

施展效用的空间就越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

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支持；在事中金融服务过程中，

统金融模式支持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较好的创新驱

应充分将人工智能、智能投顾等技术优势与金融产

动效果。

品链接起来，为企业定制具有附加价值的综合性金

三、金融监管下的数字金融创新驱动效应
从数字记账、电算化、信息化到网络化的金融行

融服务，赋能企业创新活动；在事后风险控制环节，
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构建动态的预警风险控制
系统。

业发展历史本质来看，其本身也属于科技行业，技术

第三，当前金融监管体系亟须与时俱进进行变

的更新迭代应用，将金融与科技两种元素不断地进

革，平衡好金融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之间

行深度融合，在不同阶段形成 “ 技术驱动型金融创
新” 。 这种金融模式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交易层

的关系。 为此，监管部门应当实施有持续性、重点性
的政策，避免突发性的强力干预，稳定市场的政策预

面上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传统金融行

期。 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在行为和功能监管

业的痛点和堵点。 但数字金融也存在着数据流失、

等领域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机制。 与此同时，促进监

金融欺诈、定向威胁攻击等风险，进而对监管系统乃

管科技的深度发展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提

至金融体系造成显著冲击。 在数字金融迅速推进的

升监管科技的针对性、即时性与穿透性，借助数字技

背景下，“ 金融效率—金融安全” 的平衡困境尤为突

术、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构建监管科技体系。 此

出。 在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创新的同时有效把控风

外，也需要注重过程监管， 增强监管信息的传递效

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加强监管无疑

率，有效地引导数字金融为创新发展注入动能，并防

有助于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提升运行效率，进而实现

范其发展中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等乱象。

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金融监管强度的增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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