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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城市的雾

霾天数逐年增加，空气质量不断恶化，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严重危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雾霾治理已成为许多城市首要的环境治理工作。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

其主要成分为 SO2、NOx及可吸入颗粒物，前两项为气态污染物，而可吸入颗粒物（尤其是 PM2.5，即

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2.5 微米的颗粒物）被认为是雾霾天气频发的罪魁祸首。《2018 中国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显示，2018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即年均 PM2.5 浓度≤35μg/m
3）

的城市仅有 121 座，占全部城市数的 35.8%，虽然这一比重较 2017 年上升了 6.5 个百分点，但空气质量

未达标的城市仍然占到了全部城市数的 64.2%，雾霾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资源错配”是相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言的，“有效配置”是指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实现帕

累托最优、能够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最优配置状态，而“资源错配”是对这个最优配置状态的偏离[1]。

受市场分割、政府管制、垄断势力等诸多因素制约，中国的主要生产要素资源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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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价格扭曲和要素错配的

方法实证测度了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能源错配程度并构建了面板计量模型，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实证检验了能源

错配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30 个省级行政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错配情况，并且表现出了明显

的地区差异，其中，中部省份的能源错配程度最高，西部省份次之，东部省份的能源错配程度普遍小于中西部省

份；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

异，其中，中部地区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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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特别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两大发展目标的

驱使下，中国的电力、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仍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中[2]，无法充分反映其稀缺程度与市场供

求规律，导致了能源在地区间的错配。能源既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终端产品和生活要素，更是满足国

民经济各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3]。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

期，对能源的刚性需求不断增加。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的统计显示，2018 年中国的能源消

费总量达 46.4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3.3%，增速创 5 年来新高，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量占据了全球能

源消费增量的 1/3。与此同时，过量能源消耗所排放的 SO2、NOx及 PM2.5 等大气污染物，不仅给居民

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也给中国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可持

续增长，必须在满足生态环境要求的同时，提高能源配置的有效性。能源错配会加剧雾霾污染吗？研究

这一问题对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一）文献回顾 

能源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经济增长的“动

力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能源的消费和使用也是导致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4]，因此，

能源问题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现有文献从能源消费与大气环境污染[5~7]、

能源强度与大气环境污染[8~9]、能源效率与大气环境污染[10~12]、能源税与大气环境污染[13]等视角对能源

问题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由于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也有部分文献研究

了能源问题与雾霾污染的关系。马丽梅和张晓（2014）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 31 个省份本地与

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问题以及经济变动、能源结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长期看改变能源消

费结构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是治理雾霾的关键；而从短期看，减少劣质煤的使用是治理雾霾较为有效的途

径[14]。魏巍贤和马喜立（2015）通过建立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

效提高与清洁技术进步）与雾霾治理的政策组合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与技术

进步才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15]。冷艳丽和杜思正（2016）基于 2001—2010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

察了能源价格扭曲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价格扭曲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

马丽梅等（2016）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能源结构、交通模式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

果显示，从短期看，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劣质能源的使用是较为有效的减霾途径，制定符合城市发展的

中长期布局规划至关重要；而从长期看，发展清洁能源相关技术则更具战略意义[17]。唐登莉等（2017）

基于 2004—2013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结合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能源消

费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均显示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18]。 

自从 Restuccia 和 Rogerson（2008）[19]以及 Hsieh 和 Klenow（2009）[20]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

提出资源错配测度的理论框架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一方面，现有

文献从产业、区域和所有制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源错配的现状[21~24]。另一方面，现有文献从产业结构、

政府干预、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产业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行为等视角探讨了中国资源错配

的形成原因[25~29]。虽然现有资源错配的文献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错配的对象上基本聚

焦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很少有文献关注能源错配。王芃和武英涛（2014）研究发现，对能源市场扭

曲纠正后可实现能源产业 TFP 增长 43.51%，其中纠正企业间能源要素市场扭曲对其增长贡献最大[30]。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CurRec=11&DbCode=%20CJFD&dbname=CJFDLAST2017&filename=GGYY201606007&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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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旺和林伯强（2014）研究表明，能源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导致能源要素向高耗能行业流动，而约束性

的能源强度目标与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能够改善能源要素配置效率[31]。张江洋和袁晓玲（2015）研究指

出，通过降低能源扭曲能显著提高 TFP，而降低能源扭曲的有效途径是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出

口、扩大规模、深化所有制改革并严格执行环境规制制度[32]。陈诗一和陈登科（2017）的研究表明，近

年来能源扭曲逐渐超越资本扭曲成为中国资源配置扭曲的首要贡献者，亟需关注[33]。Yang 等（2018）

研究发现，如果能源市场扭曲能够修正，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投入能够减少 10.57%
[34]。 

（二）机理分析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明显提高，但导致资源错配的体制机制仍然存在[22][35]。

作为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依然较多，尤其是财政分权后

地方政府掌握了生产要素的定价权，为了当地 GDP 的发展和政绩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关键要素市场进

行控制，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均衡状态下资源的最优配置水平[36]。尤其是能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最优配置状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

绿色可持续增长。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可能有：（1）能源的国有性质表明，地方政府具有

能源的初始配置权，即能源不是按照市场规律优先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而是分配给有政治联系的

企业，较低的能源使用成本使得这些低生产效率的企业仅仅通过增加能源投入便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导致能源消耗过多，而能源消耗的增加势必会加大环境压力，进而可能引致雾霾污染。（2）能源错配

导致大量能源流向能源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重化工和低水平加工业，阻碍了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

的升级转型。同时，能源错配抑制了能源效率的提升[37]，降低了能源开采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使得能

源产出单一、品质不高、利用效率低下，从而增加污染排放，导致雾霾天气频发。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探讨要素配置与雾霾污染的关系，对能源错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而探讨

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更尚未涉及。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参考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38]

的研究，提出能源错配的测度方法，并对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能源错配程度进行度量；第二，以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

检验了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能源错配测度方法介绍  

参考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38]以及 Chu 等（2019）[39]的研究，本文通过测度价格扭曲和要素错

配的方法来对中国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能源错配程度进行度量
①
。测度方法表示如下： 

1
 ( 1,2,...30;  2000,2001,...2017)

1
Eit

Eit

i t


  


            （1）   

其中， Eit 表示 i 省份 t 时期能源错配程度的能源错配指数； Ei 为 i 省份 t 时期能源价格的绝对扭曲

系数，是指能源不存在扭曲时的加成状况，体现了能源使用成本的绝对值信息。但是，由于缺少能源实

际使用价格这一项重要信息，无法对其进行实际测算，因此本文采用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系数对其进行

代替： 

ˆ it it Ei
Eit

t Et

E s

E






   
    
   

                          （2）   

其中， ˆ
Eit 为 i 省份 t 时期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系数；分子 it tE E 为 i 省份 t 时期的能耗在经济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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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中所占的实际比例；分母 it it ts Y Y 为 i 省份 t 时期的产出在经济体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Ei 为 i 省

份的能源产出弹性，
N

Et it Eii
s  为 t 时期所有省份总能耗对于总产出的加权贡献值，因此，分母

it Ei Ets   度量了能源处于有效配置时， i 省份 t 时期应该消耗的能源在经济体总能耗中所占的理论比

例。如果 ˆ 1Eit  即 0Eit  ，说明 i 省份 t 时期的能源使用成本等于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实际配置的能源

等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如果 ˆ 1Eit  即 0Eit  ，说明相对于经济体而言，i 省份 t 时期的能源使用

成本较低，导致该省份实际配置的能源高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能源配置过度；反之如果 ˆ 1Eit  即

0Eit  ，则说明相对于经济体而言， i 省份 t 时期的能源使用成本较高，导致该省份实际配置的能源低

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能源配置不足。 

由（1）式和（2）式可知，若要得到 i 省份 t 时期的能源错配指数 Eit ，必须要估计出 i 省份的能源

产出弹性 Ei 。现有研究普遍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 C-D 生产函数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计要素的产出

弹性。前者假设要素的替代弹性为 1，估计形式简单；后者则更具有包容性，但由于待估计的参数数量

较多，往往具有过度的共线性[40]，如果再加上能源要素，这一缺陷将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本文采用了

最基本的规模报酬不变 C-D 生产函数，并将能源要素纳入其中，具体形式如下： 

Ki Li Ei

it it it itY AK L E
  

                              （3）   

其中， itY 、 itK 、 itL 和 itE 分别表示 i 省份 t 时期的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投入； Ki 、

Li 和 Ei 分别表示 i 省份的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产出弹性。参考蒲志仲等（2015） [41]的研究，令

1Ki Li Ei     ，对（3）式两边同时除以 itL 并同时取对数，并在等式右边加入个体效应 i 、时间

效应 t 和随机干扰项 it ，经过整理便可以得到 i 省份能源产出弹性 Ei 的回归模型如下： 

     ln ln ln lnit it Ki it it Ei it it i t itY L A K L E L                    （4）  
 

本文利用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对（4）式进行回归，估计各省份的 Ei 。由于存在经

济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差异，各省份的 Ei 可能不同，参考白俊红等（2017）[42]的研究，本文采用最

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模型对（4）式进行回归，LSDV 模型通过在（4）式中引入个体虚拟变量以

及其与可变系数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来进行估计，从而不同省份可以得到不同的 Ei 。在估计出 Ei 后，

将其带入（1）式和（2）式，经过计算整理，便可以得到各省份各时期的 Eit 。估计 Ei 及计算 Eit 所涉

及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如表 1 所示。表 1 中所有变量涉及的数据来源于 2001—2018 年的《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表 1  估计能源产出弹性 βEi及计算能源错配指数 τEit所涉及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产出 Y 
选取 2000—2017 年各省份的 GDP 作为产出变量，并以 2000 年为基期，根据 GDP

平减指数将各省份剩余年份的 GDP 平减为以 2000 年为不变价的实际 GDP 

资本投入 K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 2000—2017 年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来表示资本投入量，计

算公式为：Kit=Iit/Pit+(1-δ)Kit-1，其中，Kit、Iit 和 Pit 分别表示 i 省份 t 时期的固定资

本存量、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 表示折旧率，折旧

率 δ以及各省份基期固定资本存量 Ki2000 的确定参考张军等（2004）[43]的研究 

劳动力投入 L 选取 2000—2017 年各省份年末实际就业人数表示劳动力投入量 

能源投入 E 

选取 2000—2017 年各省份煤炭、焦炭、石油、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

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10 种能源的消耗量并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种能源

对应的折标准煤系数将 10 种能源折算并加总成各省份的总能源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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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计量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考察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面板计量模型： 

0 1 2 3 4 5

6 7 8 9            &

it E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it

HAZE PGDP Ind Coal Vehicle

House Urban Open R D

      

     

     

     
         （5）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期； i 为省份个体效应； it 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满足
2~ (0, )it iid  。上述面板计量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性质、名称、符号及定义如表 2 所示。表 2 中被解释

变量雾霾污染的 PM2.5 浓度原始数据来源于美国大气成分分析组（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该原始数据为栅格数据，精度为 0.01°*0.01°，本文采用 ArcGIS 软件解析出每个省份的 PM2.5

浓度数据，并基于对人口密度的考虑进一步测算出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 PM2.5 年均人口加权浓度

（单位：μg/m
3）数据。该数据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通知》对中国雾霾

污染基本形势的判断大体一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参考了现有文献中影响雾霾污

染程度的代表性变量。表 2 中其余所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 2001—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表 2  面板计量模型涉及变量的性质、名称、符号及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雾霾污染 HAZE 各省份的 PM2.5 年均人口加权浓度 

核心解释变量 能源错配指数 ｜τE｜ 

各省份能源错配指数，由于存在能源配置不足 τE>0 和

能源配置过度 τE<0 两种情况，为使回归方向一致，本

文参考季书涵等（2016）[44]的做法对 τE 值做取绝对值

处理，绝对值越大，表示能源错配情况越严重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各省份人均 GDP 取对数 

工业结构水平 Ind 各省份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能源消费结构 Coal 各省份煤炭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耗量的比重 

机动车保有量 Vehicle 各省份机动车保有量取对数 

房屋施工面积 House 各省份房地产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取对数 

城市化水平 Urban 各省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各省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 

科技发展水平 R&D 各省份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能源错配程度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 Stata 软件以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4）式设定的 LSDV 模型进

行回归，估计出各省份的能源产出弹性 Ei ，然后将其带入（1）式和（2）式，通过计算整理便可以得

到各省份各时期的能源错配指数（见表 3）
②
。 

如表 3 所示，2000—2017 年各省份的能源市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情况，并且地区间的差异明显。

比较而言，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省份能源错配指数的绝对值普遍小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说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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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2017年各省份能源错配指数（部分年份） 

地区 省份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年均值 

东部 

地区 

北京 0.751 1.061 1.364 1.529 1.499 1.932 1.616 1.527 1.701 1.442 

天津 0.286 0.460 0.682 0.830 1.064 1.006 0.965 1.095 1.269 0.851 

河北 0.036 -0.472 -0.506 -0.506 -0.522 -0.526 -0.489 -0.463 -0.457 -0.434 

辽宁 -0.460 -0.412 -0.376 -0.333 -0.293 -0.256 -0.270 -0.289 -0.355 -0.338 

上海 0.628 0.727 0.999 1.347 1.335 1.385 0.906 0.993 0.996 1.035 

江苏 0.735 0.748 0.568 0.587 0.668 0.577 0.583 0.591 0.534 0.621 

浙江 0.639 0.607 0.590 0.541 0.532 0.557 0.485 0.505 0.562 0.558 

福建 0.452 0.293 0.204 0.200 0.097 0.062 0.055 0.003 0.139 0.167 

山东 -0.023 -0.067 -0.229 -0.256 -0.253 -0.234 -0.212 -0.286 -0.355 -0.213 

广东 1.244 1.341 1.505 1.548 1.450 1.454 1.245 1.216 1.128 1.348 

海南 -0.084 -0.347 0.038 -0.522 -0.525 -0.540 -0.528 -0.599 -0.568 -0.408 

中部 

地区 

山西 0.785 0.798 0.764 0.757 0.741 0.728 0.712 0.727 0.711 0.747 

吉林 0.300 0.289 0.277 0.151 0.131 0.142 0.054 0.019 0.057 0.158 

黑龙江 0.210 0.333 0.442 0.491 0.502 0.586 0.597 0.544 0.564 0.474 

安徽 0.435 0.425 0.321 0.325 0.391 0.337 0.364 0.367 0.339 0.367 

江西 0.338 0.340 0.335 0.336 0.297 0.325 0.356 0.366 0.358 0.339 

河南 0.257 0.196 0.347 0.365 0.345 0.333 0.255 0.233 0.183 0.279 

湖北 0.199 0.190 0.265 0.224 0.312 0.288 0.413 0.450 0.532 0.319 

湖南 0.425 0.390 0.118 0.122 0.226 0.280 0.378 0.396 0.421 0.306 

西部 

地区 

内蒙古 -0.630 -0.659 -0.661 -0.676 -0.691 -0.713 -0.681 -0.678 -0.686 -0.675 

广西 -0.270 -0.292 -0.348 -0.355 -0.357 -0.466 -0.487 -0.469 -0.497 -0.393 

重庆 0.334 0.596 0.566 0.378 0.425 0.480 0.801 0.804 0.929 0.590 

四川 0.494 0.287 0.483 0.375 0.313 0.539 0.478 0.473 0.568 0.446 

贵州 -0.475 -0.542 -0.516 -0.485 -0.494 -0.437 -0.425 -0.372 -0.395 -0.460 

云南 -0.194 -0.363 -0.439 -0.439 -0.452 -0.398 -0.356 -0.241 -0.197 -0.342 

陕西 -0.373 -0.408 -0.436 -0.489 -0.498 -0.511 -0.539 -0.531 -0.520 -0.478 

甘肃 -0.659 -0.654 -0.630 -0.637 -0.616 -0.634 -0.631 -0.610 -0.587 -0.629 

青海 -0.467 -0.470 -0.417 -0.524 -0.534 -0.542 -0.599 -0.544 -0.615 -0.523 

宁夏 -0.883 -0.901 -0.882 -0.888 -0.895 -0.917 -0.917 -0.918 -0.915 -0.902 

新疆 -0.770 -0.757 -0.760 -0.774 -0.809 -0.828 -0.857 -0.868 -0.876 -0.811 

省份的能源错配水平普遍较低。此外，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均大于零，表明这些省份实

际配置的能源低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能源配置不足。其原因可能是：（1）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对能源的需求量较大，能源配置低于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的最优配置水平；（2）为

了摒弃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增长模式，东部地区通过提高能源价格或提高资源税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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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企业能源投入，导致能源配置不足；（3）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已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节能减排环保生产技术的应用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都导致了能源需求量的下降。中部地区省份的能源错配

指数绝对值普遍高于东西部地区省份，且几乎所有省份能源错配指数为正值。其原因可能是一系列促进

区域发展的政策如“中部崛起”战略，在经济加速发展阶段，中部省份的能源需求量增长迅速，导致能

源配置不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几乎所有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都小于零，表明这些省份实

际配置的能源高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能源配置过度。其原因可能是为了平衡地区发展，缩小地区

经济差距，国家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给予西部地区重点支持，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企

业产出附加值低，投入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贡献当地经济，导致能源配置高于当前产出水平下的最优配置。 

（二）面板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 Stata 软件以 30 个省份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5）式设定的面板计量模型

进行回归，此外，鉴于本文研究期限为 18 年，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且 30 个省份的雾霾污染程度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截面异方差问题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对（5）式设定的面

板计量模型分别从全样本层面和分地区层面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 和表 5。 

1.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给出了 30 个省份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由表 4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能源错配指数绝对值（｜τE｜）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表明能源错配（｜τE｜）对雾霾污染（HAZE）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各省份的能源市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情况，使得能源价格低于其边

际产出水平，导致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甚至

劣质资源被过度消费，而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清洁型新能源发展较为滞后，从而加剧了雾霾污染的程

度。因此，降低雾霾污染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将能源错配水平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提高能源配置效率。此

外，模型（1）~（9）是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能源错配指数绝对值（｜τE｜）回

归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发生大变化，说明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为负，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对

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同时，政府也有充足的资金加大对

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大气环境状况。能源消费结构（Coal）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为正，与其他能源相比，煤炭的消耗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其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 CO2和烟粉尘，从而会加剧雾霾污染的程度。工业结构水平（Ind）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为正，其原因可能是第二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且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重工业、轻服

务业”发展战略使得产业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工业比重过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产过

程中排放出的污染物会加剧雾霾污染的程度。机动车保有量（Vehicle）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为正，说明机动车尾气排放是中国城市雾霾天气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房屋施工面积（House）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说明房屋建筑工地的扬尘会增加大气中的颗粒物含量，导致雾霾天气的

形成。城市化水平（Urban）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说明中国的雾霾污染与城市化进程密

切相关，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大气环境压力相对也较大。对外开放水平（Open）的回归系

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绝对多数省份均呈现出口额大于进口

额的特征，而中国的大多数出口产品中尤以能源消耗型的初级制造品占比较高，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

消耗国内资源，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会加剧国内的雾霾污染。最后，科技发展水平（R&D）的回归系数为

负但并不显著，说明随着 R&D 投入的增加，直接用于治理雾霾污染的技术研发支出也随之增加，可以

降低雾霾污染程度，然而这一减霾效应在 30 个省份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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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τE｜ 0.293*** 

(4.903) 

0.231*** 

(3.707) 

0.308*** 

(4.734) 

0.348*** 

(5.391) 

0.358*** 

(5.490) 

0.383*** 

(5.896) 

0.454*** 

(6.258) 

0.408*** 

(5.088) 

0.352*** 

(4.683) 
PGDP  -0.094*** 

(-3.248) 

-0.083*** 

(-2.896) 

-0.158*** 

(-4.833) 

-0.115*** 

(-2.195) 

-0.090* 

(-1.723) 

-0.222*** 

(-2.772) 

-0.249*** 

(-3.018) 

-0.405*** 

(-5.121) 
Ind   0.960*** 

(3.676) 

0.604*** 

(2.250) 

0.673*** 

(2.440) 

0.525* 

(1.896) 

0.354* 

(1.734) 

0.319* 

(1.719) 

0.565*** 

(2.689) 
Coal    0.706*** 

(4.498) 

0.641*** 

(3.821) 

0.556*** 

(3.306) 

0.572*** 

(3.413) 

0.652*** 

(3.676) 

0.889*** 

(5.297) 
Vehicle     0.030 

(1.077) 

0.073* 

(1.796) 

0.105** 

(2.442) 

0.098** 

(2.265) 

0.189*** 

(4.535) 
House      0.138*** 

(3.382) 

0.144*** 

(3.542) 

0.129*** 

(3.053) 

0.135*** 

(3.442) 
Urban       0.627** 

(2.168) 

0.818** 

(2.550) 

1.905*** 

(5.882) 
Open        0.113*  

(1.730) 

0.101* 

(1.713) 
R&D         -2.578 

(1.580) 
Constant 

3.389*** 

(87.642) 

2.511*** 

(9.190) 

2.128*** 

(7.350) 

1.163*** 

(3.266) 

1.437*** 

(3.282) 

1.209*** 

(2.756) 

0.372 

(0.638) 

0.258 

(0.438) 

0.807 

(1.434) 

R-squared 0.527 0.512 0.642 0.617 0.619 0.538 0.546 0.519 0.458 

Adj. R-squared 0.509 0.507 0.592 0.611 0.611 0.529 0.534 0.506 0.446 

F-statistic 24.039*** 17.507*** 16.448*** 17.836*** 14.505*** 14.277*** 12.994*** 11.623*** 20.540*** 

Observations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统计显著。表 5 同 

2. 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存在差异，为了考察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进一

步分地区进行估计和检验，各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不同地区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

的影响既存在较大的共性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从共性方面来看，所有地区核心解释变量能源

错配指数绝对值（｜τE｜）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均显著为正，说明能源错配程度的加重都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这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再次验证了能

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从区域差异方面来看，能源错配对各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

不尽相同，中部地区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大，东部地区次之，相比之下，西部地区能

源错配指数绝对值（｜τE｜）的回归系数最小，显著性也最弱。这一结果也呼应了表 3 呈现出来的结果，

即中部地区省份的能源错配程度普遍大于东西部地区省份，重工业也更为集中，能源消耗量大，环境压

力也相对较大，更容易出现雾霾天气。 

控制变量方面，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水平（Open）和科技发展水平（R&D）的

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中更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继续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提升出

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大 R&D 投入力度能够显著减轻雾霾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此外，东部地区

的回归结果中，机动车保有量（Vehicle）、房屋施工面积（House）和城市化水平（Urban）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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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方面均超过了中西部，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东部省份的这三项指标均

普遍大于中西部省份，这一结果说明，机动车尾气排放、房屋建筑工地扬尘以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仍然

是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 

表 5  分地区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τE｜ 
0.269*** 

(3.412) 

0.440*** 

(4.602) 

1.109*** 

(7.954) 

0.853*** 

(6.011) 

0.264** 

(2.479) 

0.315** 

(2.599) 

PGDP  
-0.450*** 

(-4.590) 
 

-0.231* 

(-1.874) 

 

 

-0.146* 

(-1.815) 

Ind  
1.146*** 

(2.945) 
 

1.810*** 

(3.426) 
 

1.496*** 

(4.597) 

Coal  
1.318*** 

(5.669) 
 

2.878*** 

(10.443) 
 

0.607*** 

(2.933) 

Vehicle  
0.479*** 

(10.069) 
 

0.217*** 

(3.659) 
 

0.064* 

(1.716) 

House  
0.171*** 

(3.812) 
 

0.095* 

(1.753) 
 

0.035* 

(1.702) 

Urban  
5.024*** 

(10.590) 
 

1.107*** 

(3.332) 
 

0.716** 

(2.318) 

Open  
0.231** 

(2.541) 
 

0.612 

(1.141) 
 

0.307 

(0.791) 

R&D  
-2.878* 

(1.742) 
 

-2.734 

(1.610) 
 

-1.038 

(1.489) 

Constant 
3.423*** 

(53.366) 

1.257 

 (1.345) 

3.665*** 

(41.725) 

1.837** 

(2.159) 

2.836*** 

(34.250) 

0.874 

(1.425) 

R-squared 0.556 0.687 0.526 0.823 0.544 0.617 

Adj. R-squared 0.551 0.672 0.503 0.811 0.540 0.599 

F-statistic 11.645*** 45.747*** 16.743*** 68.569*** 63.273*** 33.713*** 

Observations 198 198 144 144 198 19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测度价格扭曲和要素错配的

方法实证测度各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构建面板计量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对能源错配对雾霾污

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30 个省份的能源市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情况，并

且地区间的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各省份能源错配指数的绝对值普遍小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大多数

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都大于零；中部地区各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绝对值普遍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且所

有省份都出现了正的能源错配；西部地区几乎所有省份的能源错配指数都小于零。其原因可能是，首先，

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使得能源错配程度较低；其次，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

期，能源需求量大，能源利用效率低，造成了该地区能源错配的程度较高；最后，生产技术水平低，国

家各项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大力支持可能导致能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使得目前西部地区能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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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过剩。（2）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

度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能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

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大气环境状况，而第二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

占比越高、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耗量所占的比重越大、机动车保有量越多、房屋施工面积越多、城市化水

平越高以及对外开放水平越高都会越发显著加剧雾霾污染的程度。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建议是：（1）应加快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机制

改革，减少不适当的政府监管和干预，使能源要素的产品价格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稀缺性，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在能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应发挥好协调和监督作用，消除省际间的行政壁垒，

根据价格信号使生产要素在省际间合理流动，减少能源错配。（2）在能源的跨区域配给上要更多地依

赖市场机制，而不是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经济和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的区域差异，

完善区域合作治理雾霾污染的机制，形成各区域联防联控的格局。（3）通过多部门合作、多行业协同、

多手段相互配合等手段加大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

系，既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顾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

调发展。 

 

注释： 

① 鉴于西藏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 4 个直辖市、4 个自治区及 22 个省份共 30 个省级行政区。

另外，本文按照惯例将 30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广西、青海、宁夏和新疆。为了便于统计下

文将 30 个省级行政区统称为省份。 

②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列出回归 LSDV 模型估计求得的各省份能源产出弹性 βEi 的具体值，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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