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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十年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数据为研究样本ꎬ采取多元线性回归进行最小二乘估

计ꎬ同时对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债务现状ꎬ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研究结果发现:１、宏观经
济状况对非金融企业债务起到反向影响作用ꎬ经济上行时ꎬ企业债务杠杆降低ꎻ２、企业自身能力的增强即企业自身
禀赋良好时ꎬ企业内部资金可以满足运作需求ꎬ在内部融资的基础上再进行外部融资ꎬ因此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ꎻ
３、整个行业景气程度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起反向抑制作用ꎬ行业发展较好ꎬ企业债务压力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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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于资本结构的研究很多ꎬＭＭ 理论是资本结构理论
研究的基石ꎬ认为公司的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ꎬ而与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中国债务问题尤为突

实际价值有关ꎮ 以后的研究都是建立在 ＭＭ 理论的

划ꎬ主要利用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ꎬ使

业所得税因素ꎬ将所得税纳入研究范畴ꎬ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出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９ 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
得中国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越发严
重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１ 日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基础上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修正ꎮ 如弥补其未考虑企
和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６３) 提出修正的 ＭＭ 理论认为公司价值
会随着企业杠杆系数的增加而提高ꎬ资本结构与公

明确提出 ２０１６ 年起将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

司价值存在相关性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ꎬ许多学者

专项整治ꎬ 保 障 债 务 安 全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标 普 估 计ꎬ 到

Ｗｅｓｓｅｌ(１９９８) 发现公司的规模以及资产抵押价值影

有相关机构宣称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已经跃居全球

信用等级越高ꎬ借款能力就越强ꎮ Ｇｕｉｈａｉ ＨＵＡＮＧ、

重中之重ꎬ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ꎬ抓紧开展金融风险
２０１３ 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已经超过美国ꎬ并且
第一ꎮ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ꎬ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全球

债务深度报告ꎬ通过对比各国债务问题ꎬ突出全球金
融风险状况ꎮ 从数据显示来看ꎬ中国非金融企业债
务总额占比庞大ꎬ且远超其他国家ꎮ 非金融企业债
务是中国今后防范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ꎬ了解中国
非金融企业债务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于解决和防
范金融危机具有指导作用ꎮ

１

文献综述
企业债务问题实际上是企业内部资本结构问

题ꎬ债务比例过高显示资本结构不合理ꎮ国内外关

对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ꎬＴｉｔｍａｎ 和
响企业资本结构ꎬ规模越大ꎬ资产价值越高ꎬ公司的
Ｆｒａｎｋ Ｍ.ＳＯＮＧ(２００５) 以 １ ２００ 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

究样本ꎬ发现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规模、固定资产正相
关ꎬ与营业 能 力 负 相 关ꎬ 与 公 司 所 有 制 结 构 无 关ꎮ
Ｆｒａｎｋ、Ｇｏｙａｌ( ２００８) 认为企业自身各项财务指标对
资本结构产生影响ꎮ

国内学者关于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

很多ꎮ 杨之帆( ２００１) 提出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结构

的因素主要包括资金成本、企业规模ꎮ 破产成本、代
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ꎮ 锥敏、聂文忠( ２０１２) 以

４３５ 家自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ꎬ结

果表明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
调整方向ꎬ但并不因企业产权性质而发生改变ꎮ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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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金融企业ꎬ何志强、吴宗书、丁攀( ２０１６) 以三大

理论为基础ꎬ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债务影响因素ꎬ结果
表明企业杠杆负债率对资金成本较为敏感ꎮ 王一
鸣、宋娜(２０１７) 将去杠杆的重点放在国企ꎬ指出目
前国有企业债务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政策性建议ꎮ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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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二春(２０１４)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ꎬ建立

爆发之前都伴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张ꎬ因此用广义信

ＧＬＭ 模型ꎬ发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对工业企业债

贷 / ＧＤＰ 的比重来显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ꎮ 由

资本结构问题ꎬ具体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研究并

贷 / ＧＤＰ 的比重基本上呈现上升的态势ꎬ其中 ２００８ －

务融资成本影响为负ꎮ 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
不多ꎬ且多集中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
素的分析ꎬ对中国目前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及影响
因素的研究尚少ꎮ

下图可知ꎬ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Ｍ２ / ＧＤＰ、 广义信
２００９ 年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ꎬ涨幅较大ꎬ分别增长

了 ２６.１％、２１.７５％ꎮ

本文可能的贡献点在于ꎬ将非金融企业作为研
究主体ꎬ分析中国目前企业债务总体状况和非金融
企业债务存在的问题ꎮ 通过宏观经济因素、企业自
身禀赋和行业景气状况三大类研究指标对其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ꎬ且将其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对
比ꎬ提出政策性建议ꎮ

２

图１

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分析

２.１

２.２

中国债务总量水平

宏图债务水平指标变化趋势

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
非金融企业债务是中国债务问题中的重点ꎬ近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 杠杆化” 这一表示国家债务水

年来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ꎮ 余永定( ２０１４)

清算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说明了各国债

居世界第一且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ꎮ 李枫ꎬ李

平状况的字眼开始在人们的视野中频繁出现ꎮ 国际

指出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ꎬ中国企业债务总量和占比都位

务水平现状ꎬ通过债务占 ＧＤＰ 这一通用指标衡量各

济广(２０１６) 对中国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进

国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２５４.８％ꎬ债务总

策优化ꎮ 丁奎(２０１６) 基于 ２０１５ 年相关数据对国内

直线上升的趋势( 见表 １) ꎮ 这一数值与世界上其他

质进行了评价和展望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人民银行西

２３４.２％ꎮ

青海省相关数据ꎬ针对个别地区对非金融企业债务

国目前的债务总量水平ꎮ 数据显示ꎬ截止 ２０１５ 年中

行分析ꎬ指出非金融企业债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

量为 ２６５ ６４０ 亿美元ꎬ并且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一直处于

非金融企业部门进行测算ꎬ并对相关方面的信用品

国家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ꎬ只是略高于 Ｇ２０ 国家的

水平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ꎮ 可见ꎬ中国非金融
表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４２０

４１３０３０.３

２０１２

１７３５９０

５４０３６７.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４３３４０
２１３３７０
２３９８９０
２６５６４０

企业债务问题不仅是国家问题ꎬ同时也是地区问题ꎮ

中国债务总量水平

时间 债务总和( 亿美元) ＧＤＰ( 亿元)
２０１１

宁中心支行青年研究兴趣小组课题组( ２０１７) 运用

４８９３００.６
５９５２４４.４
６４３９７４

６８５５０５.８

债务 / ＧＤＰ

图 ２ 是根据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

１８７.２％

来ꎬ债务融资规模逐渐扩大ꎬ其中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增

１８６.９％
２０２.９％
２２０.１％
２３４.５％
２５４.８％

计的非金融企业贷款和债券融资情况ꎬ自 ２００１ 年以
长速度最快ꎮ 且截止 ２０１５ 年底ꎬ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
达到了 １７０.８％ꎬ在债务总额所占比例最高ꎮ

数据来源:ＢＩＳ

除此之外ꎬ较多的研究用 Ｍ２ / ＧＤＰ、广义信贷 /

ＧＤＰ 来反映一国债务杠杆率情况ꎬ进而与发生金融
危机的概率相匹配ꎮ 其中 Ｍ２ / ＧＤＰ 是用来衡量经

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ꎬ比值越高ꎬ以货币为媒介进行
交易所占的比重就越大ꎮ 其次ꎬ由于每次金融危机

图２

非金融企业贷款和债券融资情况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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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债务问题ꎬ通

企业债务增幅较大ꎮ 第二个原因ꎬ就是从上面一个

过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资产回报率和资产负债率两

折线图得知的ꎮ ２００８ 年以后国企投资回报率快速

个指标来衡量ꎮ 如图 ３ 所示是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５ 年中国规
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ꎬ即经

下滑并持续低于私营企业ꎮ 国企投资回报率下滑与
国企杠杆率攀升ꎬ是一对彼此相互强化的“ 恶性循

营绩效ꎬ可以发现国企明显低于私企ꎬ且在 ２０１１ 年

环” 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ꎬ中国国企投资回报率快

处于直线上升态势的ꎮ 除了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危机对

杠杆ꎮ 资本投入大举扩张之际ꎬ国企长期存在的经

是因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 年经历了国企改革ꎮ 但是 ２０１１

降低ꎻ而投资回报下滑又意味着ꎬ企业用于偿还现有

年之后国企和私企的资本回报率都直线下降ꎬ２０１５

负债本息的收入在减少ꎬ从而“ 借新还旧” 的债务需

年甚至回到了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新低水平ꎬ并且两者差

求不断增加ꎬ导致国企杠杆率继续攀升ꎮ

之前ꎬ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两者的资本回报率都是
企业的盈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一点回落ꎮ 这主要

速下滑ꎻ与此同时ꎬ国企又在财政刺激过程中迅速加
营低效问题愈发凸显ꎬ导致国企投资回报率进一步

距越来越大ꎮ

图４
图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 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产回报率

图 ４ 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５ 年资

产负债率ꎬ通过采用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数据计算得
知ꎬ国企和私企的杠杆率分化处于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８ 年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 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国总量债务水平并不
是很高ꎬ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差距不大ꎮ 但存在结
构性失衡问题ꎬ债务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部门ꎮ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突出ꎬ面临去杠
杆的主要战略倾向ꎮ 那么如何去杠杆ꎬ该从哪些方

以前国有企业杠杆率基本上是低于私企的ꎬ２００８ 年

面着手是我们今后政策导向的关键点ꎮ

间ꎬ国有企业杠杆率一直上涨ꎬ私有企业的杠杆率一

３

以后就一直在私企以上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经济危机期
直下降ꎬ两者持续分化ꎮ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３ 年以
后ꎬ国企 和 私 企 的 资 产 负 债 率 都 开 始 下 降ꎮ 因 此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这两年是关键的一年ꎮ 国企杠杆
率高的直接原因是ꎬ国企主要集中在重资产、高杠
杆、产能过剩的行业ꎬ如采掘、钢铁、化工等ꎮ 另外
２００８ 年之后为什么涨幅如此之大ꎬ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ꎮ 第一ꎬ中国国企不同于其他国家ꎬ担负着刺激

非金融企业债务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影响因素有很

多ꎬ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１) 宏观经

济状况:具体分为 ＧＤＰ、信贷规模和贷款基准利率ꎮ
(２) 企业自身禀赋: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资产回
报率、企业债务担保能力、企业产品销售收入、资本
产出比ꎮ (３) 行业景气因素:企业景气指数、生产者
价格指数ꎮ

财政的重要职责ꎬ是政府加杠杆的主要载体ꎮ ２００８

３.１

划ꎬ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对冲经济下滑ꎮ 而在基础设

银行ꎬ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得性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

施的建设资金中ꎬ大部门来源于信贷扩张ꎬ政府预算

业相关数据来源于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ꎬ非金融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ꎬ政府实施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

只占 １０％左右ꎮ 国企自然而然成为加杠杆的工具

载体ꎮ 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债务并未明显增加ꎬ而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

企业总量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资讯ꎮ 以此为参考ꎬ将变
量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并进行定义( 见表 ２) 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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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表２

非金融企业债务影响因素

正负值ꎬ从而判断各因素对非金融企业负债杠杆率

分类

变量名称

的影响作用ꎮ

ｌｅｖ

因变量
宏观经
济因素

自变量 企业自
身禀赋
行业景
气因素

ｇｄｐ
ｃｓ

含义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ＧＤＰ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信贷规模

ｒａｔｅ

贷款基准率
ｆｅｅ 债务融资成本 ＝ 财务费用 / 总负债
ｐｒｏｆｉｔ 资本回报率 ＝ 利润总额 / 总资产
ｔａｎ 债务担保能力 ＝ 固定资产 / 总资产
ｒｓｒ

ｃｏｒ
ｉｅｃ

３.２

实证分析
通过已有模型和数据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杠

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９ 将非金融企业、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作为因变量ꎬ分析结
果如表 ３:
表３

产品销售收入
资本产出比 ＝ 资本存量 / 产出量

ｐｐｉ

因变量

企业景气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自变量
ｃ

ＧＤＰ 增长率反映一国总的经济环境ꎻ信贷规模

是指一定时期的信贷总量ꎬ即信贷总限额ꎬ反映一定
时期国家货币政策倾向ꎻ贷款基准利率这里选取的

ｇｄｐ

宏观经济

ｃｓ

因素

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ꎬ基准

ｒａｔｅ

利率的提高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收缩信贷ꎬ降低社会
流动性ꎬ反之亦然ꎮ

ｆｅｅ

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用企业财务费用与总债务的

ｐｒｏｆｉｔ

比值表示ꎬ是企业在债务融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ꎬ影
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ꎮ 企业资本回报率即企业的
一定时期的利润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ꎬ用利润总
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ꎮ 企业债务担保能力ꎬ是固

企业自身
禀赋

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ꎮ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用以反
大ꎬ从而资产负债率可能越高ꎮ 资本产出比是资本
存量与产出量的比值ꎬ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ꎬ相同资

行业景气

本条件下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ꎬ意味着企业的利润

因素

获得更高的产出ꎬ企业生产效率较高ꎮ 本文资本存
量数据采用的是相关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量表示ꎮ
企业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

ｒｓｒ
ｃｏｒ

映企业规模ꎬ规模越大ꎬ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

空间加大ꎮ 资本产出比越低ꎬ意味着用较少的资本

ｔａｎ

ｉｂｃ
ｐｐｉ

各类企业债务杠杆影响因素
非金融企业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０.４４６

０.４４９

２.１８５ ∗∗∗
(６.６７)

(１.４１)

(１.９３)

－０.０２４
( －２.２６)

－０.００８９ ∗
(０.９６)

－０.０１１ ∗∗
( －２.５８)

１.２８３

０.３１９

－０.１５８

∗

－２.２０Ｅ－０７ ∗ －６.１Ｅ－０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５ ∗∗∗
(２.１５)
( －１.２８)
( －３.３８)
(１.３３)

－１２.３６４

(０.７１)

－２.４２８
( －０.２０)

∗∗

∗

(２.７２)
－５.４６９

－３.６２８

( －１.０６)

( －１.７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７)
∗

－１７.２１１ ∗∗∗
( －１１.２１)
０.５４８５１８
(１.６９)

( －０.２０)

－１.３７５ ∗∗
( －２.４２)

－０.００４０１ ∗
( －０.８７)

－０.２１１ ∗∗∗
( －４.０３１)

－２.６９Ｅ－０６ ∗∗ ７.０８Ｅ－０７ 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３ ∗∗∗
( －１.２４)
(１.９９)
(３.８２９)
－０.２３７ ∗∗
( －２.４３)
０.００３

(２.１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４５５９９
注: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量ꎬ 、

∗ ∗∗

０.０００５５ ∗
(１.２２)

－０.０００５６９ ∗
( －０.８０３)

(１.４３)

(１.３１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
(１.９２)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ｓｔａｔ ２.６０５８１３

显著性水平ꎮ

( －０.２４)

２.３６６２５７
、

０.８８７１４４

∗∗∗

０.００２

２.９８８４７２
０.９１４１１２

分别表示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 的

况的指标ꎮ 生产者价格指数是反映企业产品价格变
动的经济指标ꎬ可以用来反映整个行业产品价格变
动趋势ꎬ预测市场行情变化ꎮ
根据上述分析ꎬ 建立以下模型: ｌｅｖ ｔ ＝ ｆ( ｇｄｐ ｔ ꎬ

ｃｓ ｔ ꎬｒａｔｅ ｔ ꎬｆｅｅ ｔ ꎬｐｒｏｆｉｔ ｔ ꎬｔａｎ ｔ ꎬｒｓｒ ｔ ꎬｃｏｒ ｔ ꎬｉｂｃ ｔ ꎬｐｐｉ ｔ ) ＋ ｕ ｔ

具体可以表示为 ｌｅｖ ｔ ＝ ａ ０ ＋ ａ １ ∗ｇｄｐ ｔ ＋ ａ ２ ∗ｃｓ ｔ ＋

ａ ３ ∗ｒａｔｅ ｔ ＋ ａ ４ ∗ｆｅｅ ｔ ＋ ａ ５ ∗ｐｒｏｆｉｔ ｔ ＋ ａ ６ ∗ｔａｎ ｔ ＋

ａ ７ ∗ｒｓｒ ｔ ＋ ａ ８ ∗ｃｏｒ ｔ ＋ ａ ９ ∗ｉｂｃ ｔ ＋ ａ １０ ∗ｐｐｉ ｔ ＋ ｕ ｔ ꎮ 其中
ａ ０ 为常数项ꎬｕ ｔ 为残差项ꎮ 通过数据分析系数项的

由表 ３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无论是非金融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私营企
业的资产负债率都与 ＧＤＰ 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ꎮ

当市场经济状况良好ꎬ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ꎬ当经济
处于下行阶段时ꎬ企业资产负债率升高ꎮ 同时ꎬ贷款
基准利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借债成本ꎬ导致资产负
债率降低ꎮ
二是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对债务杠杆率影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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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ꎬ且反向作用于企业债务杠杆ꎮ 当企业融资成本

动的过度投资和不当借贷ꎬ必须以科学的决策方式ꎬ

较高时ꎬ企业债务降低ꎮ 企业自身盈利状况对杠杆

尤其是民主的决策方式予以遏制ꎮ 国有企业的经营

率有正向促进作用ꎬ而这一方面国有企业则起到反

权不能脱离国家管理权和人民所有权ꎬ董事长在表

向作用ꎮ 由于企业盈利能力增强ꎬ信用等级提升ꎬ银

决时不能超越自己的一票权ꎮ 同时企业要改善内部

行借款风险降低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借款的障

管理方式ꎬ采取有效的激励制度ꎬ学习外部先进的生

碍ꎮ 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ꎬ自身可用金额增

产技术ꎬ提高生产效率ꎬ降低生产成本ꎮ 企业内部财

加ꎬ内部融资能够满足资金上的需求ꎬ外部融资自然

务部门要完善资金管理系统ꎬ保证资金运作的顺利

就减少ꎬ从而对资产负债率起反向作用ꎮ 企业销售

进行ꎮ

收入对资产负债率起反向影响作用ꎬ销售收入提高ꎬ
可用资金增加ꎬ企业外债就相应减少ꎮ 企业债务担

４.３

促进各行业协调发展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

保能力和资本产出比对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负值ꎮ

现象ꎮ 当前ꎬ中国企业债务总量过大而需求不足ꎬ其

说明两者都对资产负债率起反向作用ꎮ 企业自身能

中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冶金等重工业ꎮ 为此ꎬ协

力的增强ꎬ收入的增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企

调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改善行业景气度具有相当重要

业所得能够更大程度的满足资金需求ꎮ 因此ꎬ从这

的作用ꎮ 我们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合法破产的方式

一层面上来看ꎬ当企业自身能力增强时ꎬ企业资产负

剔除掉不良产业的存在ꎬ优化行业空间结构ꎮ 改善

债率降低ꎬ内部资金流通便利ꎬ更趋向于内部融资的

企业经济发展方式ꎬ激励创新ꎬ对那些信用评级比较

基础上向外借款ꎮ

低、污染较严重的行业ꎬ实施一些管控措施ꎬ如严格

三是整个行业景气程度对资产负债率起反向影

控制污染排放量指标ꎬ制定企业信用评级系统ꎮ 促

响作用ꎮ 当整个行业较景气时ꎬ说明企业盈利能力

进企业转型升级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ꎬ保证各行业协

增强ꎬ企业偏向于降杠杆ꎬ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ꎬ企

调发展ꎮ

业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渡过难关ꎬ保证企业资金运
作的畅通无阻ꎮ

４

４.１

对策建议
各部门协作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政府要加强债务调研和项目控制ꎮ 统计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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