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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产业金融,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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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该文首先界定辨析了产业金融的概念,梳理分析产业发展与金融集聚的互动机制,指出国内产业金融
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最后立足于推助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着力探讨政府主导的“ 政产金冶 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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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产业金融的概念
所谓产业金融,是以满足生产者的融资需求为
主要功 能 的 金 融 体 系,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是 “ 商 业 金

融冶 ,即以满足储蓄者的投资效用为主要功能的金

提供有效的支持。 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产业金融。
我们还要厘清“ 产业金融冶 和“ 产融结合冶 概念
的差异,这两个概念经常等同混用。 “ 产融结合冶 尤
其指近年来中国大型企业集团进军金融业,以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等形式整合和管理旗下的金融资产,

融体系。 产业金融的基本原理是以产业为基础平

实现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台,以金融为催化剂,金融与产业良性互动创造新的

产业金融的定义则远远超出了产融结合的范畴,产

价值,实现财富的倍增效应。

融结合仅仅是产业金融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侧面。

产业金融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学术概念。 产业
金融与产业经济紧密相关,产业经济是介于宏观经
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因而,产业金融属于
中观金融。 本文认为,根据所依托产业的广度和深

2摇 文献综述

2. 1摇 关于产业发展和金融集聚的关系

黄解宇( 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 等对金融集聚

度,产业金融的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

与传统的产业集聚作了详细的比较,“ 金融产业是

广义的产业金融是相对于金融产业体系( 如银行、

在传统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证券、保险、信托等) 而言,是指产业在其不同的发

金融集聚除了具备传统产业集聚的一些特点外,还

展阶段对金融的多层次的复杂需求。 因此,对作为

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冶 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在集聚

金融服务供给方的金融系统而言,广义的产业金融

速度、集聚模式、集聚动因及风险传导方面都有较大

反映了产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的区别,金融集聚速度较快,多是新型产业集聚模

狭义的产业金融指在特殊产业政策条件下,依
托并服务于特定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 这里所说的
特定产业,应当满足以下要求:(1) 这些产业的总量
未必多大,但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范
畴,对经济发展全局往往能起到关键性导向引领作
用;(2) 这些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往往不具备
清晰稳定的商业盈利模式,其金融需求与市场金融
体系固有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存在矛盾,也就是说,通
过传统的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对此类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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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集聚动因更为复杂,风险影响范围更大。
2. 2摇 关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转化

马克思关于西方国家产业资本融入金融资本的

论述就已经涉及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问
题。 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之间相互融合的原因分析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一
个是 Gerschenkron(1962) 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认

为“ 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对工业化提供长期资本,
这些必 须 要 求 有 特 殊 化 的 制 度 工 具 为 其 提 供 服
务冶 ;另一个是 Goto(1982) 提出的交易成本说,认为

“ 产融结合有利于化解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冶 。

国内目前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的方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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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多。 徐天信和沈小波(2003) 指出,产业资本主
要通过控股银行、证券公司,创设财务公司,参股新
兴商业银行,与金融机构合作管理公司政策性及商
业银行阶段性持有贷款、企业股权或实物资产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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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产业发展与金融集聚的互动机制
3. 1摇 金融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金融集聚通过其特有的经济效应增加融资渠道

种方式进入到金融资本中。 方宏(2009) 对中国的

及提供投融资便利,进而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

产融结合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高利润

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率、降低风险、分散投资等原因促使产业资本融入金

个方面:

融资本。 冯小芩(2009) 用海尔产融结合过程的实

3. 1. 1摇 金融集聚有助于缓解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

例,说明产业资本融入金融资本要具有“ 实现股份

的资金约束

制、产业资本雄厚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冶 三个条件。
2. 3摇 国外产业金融发展的经验

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金融资

源十分稀缺,而经济发展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
此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又相
当不完善,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因此政
府往往会在产业金融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引导
金融体系对几个重点产业进行支持。 如二战后的日
本和德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此时,市场很
难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在这种特殊的社
会历史背景下,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充分发挥
金融中介( 尤其是银行中介) 在资本形成与资源配
置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集中支持
几个特定的产业,以实现其快速发展并以此带动其
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才能修复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
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起飞。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基础已建立,市场体
系已相当完善,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此时,通过政府
来配置资源的边际收益大大递减,而边际成本则迅
速上升,因此政府干预经济并不是实现资源最优配

金融集聚可以有效克服从单个不同储户集聚储
蓄的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依靠投融资
制度的创新,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导向作用,调整资金
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提
高全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
大量资金。 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4) 指出:“ 金

融集聚区内高效的支付体系能节约企业周转资金余
额,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金约
束。冶
3. 1. 2摇 金融集聚有助于提高产业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机构借助其掌握的信息,有效识别具有成

长潜力的产业,对投资收益率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产
业增加其资本供给,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放弃对收益率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的投资。
这样,资金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进而调
整资源配置状态,促进生产要素从衰退产业向新兴
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3. 1. 3摇 金融集聚有助于推动产业的技术升级

金融集聚有利于建立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机

构,可以为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多渠道

置的有效途径。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金融资

融资方式;金融集聚区具有丰富的知识库及创新资

源的稀缺性有所缓解,经济、金融市场不断完善,政

源,可以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区域环境;金融集聚区信

府在产业金融中的作用将逐步弱化,市场( 尤其是

息流转迅速,创新效率高,直接推动了技术进步。

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将在金融资源配置
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如战后的美国,经济

3. 1. 4摇 金融集聚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的整合

发展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为追求经济发

金融集聚过程就是高级高效金融体系形成的过

展效率,美国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

程,高级高效金融体系的建立为产业成长提供必要

预程度相对较小,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私人企业自发

的金融资源配置和重组机制,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

投资。 但即使这样,依然不能否认美国的很多金融

整。 金融集聚催化下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活动依然是在特定的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即

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通过产业链条带动

产业金融活动在发达国家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其功

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

能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相比有较大的弱化而已。

业功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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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产业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推动作用

资金支持,没有实力在金融市场发挥主体作用。 市

业集聚是金融集聚高速发展时期的原始动力。 产业

以成为产业金融操作主体。

资源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整合配置能够吸引更多的

4. 3摇 资金来源单一,市场化融资能力薄弱

根据金融集聚运行轨迹的研究,产业发展及产

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推动区域金融集聚的发展。

场信任不足,产融互动不充分,企业和金融机构都难

产业金融的资金来源多限于政府资金,与其他

3. 2. 1摇 产业资源吸引金融资源流入

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担保公司、产业基金等未建立

区域产业资源优势能够带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

持续的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平台尚未建成,金融机

整和发展,形成以产业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集聚区。

构投资积极性不足。 市场缺乏对企业全方位的金融

基于产业资源优势的产业发展需要投资的增加和资

服务,且服务内容单调化,多数仅停留在放贷层面,

本的积累,而且能够提供较高的投资边际收益。 在

企业市场化融资能力薄弱。

市场机会和投资收益的双重吸引下,金融资源通过

4. 4摇 产融结合度低,单向性特点显著,核心竞争力

储蓄、投资的途径进入到产业集聚区,并在产业资源
优势的引导下,寻求最优的投资项目。
3. 2. 2摇 产业资源深化发展需要复合金融功能支持

不强

摇 摇 中国产融结合的基本动因是资本的扩张需求,

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基

产业资源的深化发展是要素生产力提高、产业

本没有资金实力参股金融企业,加上金融机构投资

竞争优势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产业集聚中技术进

积极性相对不高,导致产融结合度低,在金融市场上

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结果。 改变产业资源原始的

竞争力不强。

自然要素禀赋特征,以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方式提高

4. 5摇 金融经验不足,经营管理风险较大

产业发展的层次,才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

政府扶持和政策性信贷不能满足发展初期战略

支撑点。 产业资源深化发展需要复合金融功能的支

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企

持,而不单停留在资金注入上。 金融机构服务功能

业为寻求更多的融资方式,尝试通过融资租赁、投资

的健全、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政策完

信托、投资基金等方式筹措资金,然而,这些刚发展

善能够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有效的支持,促

起来的企业处理金融市场经验不足,加上战略新兴

进产业成长。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资金需求大、回收年限长,一旦出

4摇 目前国内产业金融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现资金链断裂就有破产的风险。

4. 1摇 产业金融业务规模普遍较小,资源过于分散

5摇 政府主导的“ 政产金冶 合作模式创新

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企

根据市场和政府在产业金融中发挥的作用不

业发展前景往往不明朗,这和金融系统追求投资利

同,可以将产业金融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

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基本特征相矛盾,决定了

显然,前者强调的是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领域的基

现在的产业金融业务多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指挥棒

础性作用,政府只是在此基础上发挥指导性的作用。

下,由政府资金支持或国有银行提供扶持性信贷资

而后者则更加强调政府对产业金融的调控作用。 不

金,另外存在一小部分社会资金和商业资本投资,其

同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直接决定了产业金融在经济

规模往往偏小,获得门槛高,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支

发展中的不同地位。 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崛起可

持体系。

以看到,政府主导型的产业金融运行模式似乎更适

4. 2摇 操作主体不明确,难以赢得市场信任

合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政府主导型的产业金

政府政策引导下,由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贷款。 处

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对资

5. 1摇 “ 政产金冶 合作的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是快速

从目前产业金融实操来看,产业金融主要是在

金需求大,利润率却相对较低,金融机构的趋利性决
定了其投资动力不足,而企业本身固定资产数量偏
低,企业信用不高,难以从传统金融市场获得足够的

融模式在促使国民经济迅速重建、复兴与起飞方面

发展的有效模式

摇 摇 “ 政产金冶 合作模式就是政府、产业、金融机构

有机合作共同促进产业发展。 如果把产业和金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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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双人舞的两位演员,那么政府就是为演员和舞蹈

金融机构也可从中分享更多的收益。

提供服务的剧务。 两位演员和剧务这个三人团队的

5. 2摇 “ 政产金冶 产业金融模式中政府发挥的作用

紧密沟 通 与 配 合, 是 实 现 完 美 表 演 的 重 要 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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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发挥在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中的政策引导

“ 政产金冶 合作的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模式对产业

和监督管理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加速产业金融发

第一,“ 政产金冶 合作有利于金融机构科学控制

一是鼓励入驻,通过金融机构入驻、办公用房、

风险。 如何有效控制产业项目的风险是金融机构和

金融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金

政府共同面对的课题。 政府应该依靠专业化的产业

融人才入驻扎根发展。

发展的优势有:

展,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对产业金融的宏观管理。

管理队伍,借助于科技界和产业界专家的评估意见,

二是鼓励创新,通过金融创新管理、推动企业上

做出筛选项目的决策。 首先对项目按照技术先进性

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金融

进行初选,再按照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形成的经济效

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

益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必要时委托国际著名咨

产业发展。

询公司进行市场评估,形成关于项目价值和政府成

三是防范风险,通过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金

本与收益的分析结论,最终由集体讨论是否引入这

融风险评价、金融风险防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等方

一项目。 这一系列流程科学的分析了项目风险和预

面的工作,强化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处理。

期收益,实现了科学决策。 最后,政府将决定引入的
项目推荐给金融机构进行选择,有利于金融机构科

5. 3摇 “ 政产金冶 具体合作模式

以服务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标,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加强和深化金融创新,打造

学控制风险。

“6+1+N冶 淤 金政园企产业金融服务体系。 “6冶 是指

六大金融要素,包括债权融资、产业投资、融资担保、
科技保险、信用服务、上市服务;“1冶 是指政府要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成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紧
密合作;“ N冶 是受益于产业金融服务的区域内多家
优质战略新兴和先进制造类企业。

企业债权融资体系方面,重点吸引中小银行、新
图 1摇 项目筛选流程图

第二,“ 政产金冶 合作有利于金融机构把握项目
机遇。 “ 政产金冶 的有效合作能够给金融机构传递

兴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入驻,充实银行类金融
机构的数量;深化金政园企合作,鼓励银行金融机构
进行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展组合金融;政府牵线
搭桥,通过加强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证券机构合

来自于产业发展一线的项目信息,这个信息往往比

作,支持区域内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集合票据进行

处于实验室、孵化器中的项目信息更有效,从而缩短

直接债券融资。

金融机构发现项目的时间。 并且可以借鉴政府关于

在产业投资体系方面,建立包括天使投资、VC、

项目的研究判断结果,缩短风险评估的时间。 哪个

PE、大型行业基金在内的覆盖企业发展全过程的产

金融机构有效缩短了这两个时间,就能抢先把握住
项目机遇。
第三,“ 政产金冶 合作有利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

业投资体系,发挥政府性产业投资主体平台的龙头

带动作用,建立基金池、基金群、母子基金,伴随企业
成长,助力企业壮大。

收益。 根据国家指导和地方实际制定重点产业发展

在融资担保体系方面,设立、吸引更多融资担保

规划后,依据产业发展的规律,政府会重点支持一些

机构入驻,形成适度、良性的竞争;对接政府支持政

龙头项目和高端项目,从而带动区域产业的整体发

策,建立风险补偿和成本补贴机制,更好地解决担保

展。 目的就是让这些项目快速发展,快速做大做强,

风险和成本问题。

淤摇 该提法参考张伯旭《 创新“ 政产金冶 合作模式 助推产业金融快速发展》 ,投资北京,20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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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保险体系方面,加强银行等机构合作,深
入开展出口信用保险,助力企业提高出口能力;开展
高新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提升企业推广新产品能力。
在企业信用体系方面,建立区域内企业信用数
据库,配合金融机构对区域内企业进行征信和尽职
调查,帮助企业树立信用意识和持续健康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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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信用企业、信用企业家冶 于一体的信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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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创业板、主板市场和海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立直通车沟通服务机制,协助企业与券商、投
行、交易所间开展深入合作,协助区域内企业通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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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Financing Poli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Xu Jiansheng, Han Fangxia
(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Beijing100176,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fines the notion of industrial financing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cluster pointing out the common issues existing in industrial financing in
China. In the end the authors have also discussed a new pattern of government-industry-financing cooperation led
by government, which is based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dvanced manu鄄
factur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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