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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中国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资源诅咒的视角对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地区开发自然资源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说明资源诅咒

在环境污染的角度是存在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省级数据上是存在的，并且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长期稳定的环境治理对环

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作用。研究结果对如何平衡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资源开发的有效利用与产

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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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是一种祝福，可以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二战以后，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诅咒，而不是福祉。荷兰因发现大量

的天然气，经济便以出口天然气为主，虽然其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其他工业的萎

缩，在天然气开采殆尽的时候，其经济也急剧地陷入萧条危机。经典的发展经济学假说“荷兰病”便由此得

名，这一假说表明资源匮乏的地区会为了摆脱资源对其发展的限制而主动摒弃以投入拉动经济增长这一经

济增长模式，去主动追求技术和制度的提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而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发展却过度依赖

生产要素的投入，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产业结构僵化、新兴产业停滞不前的局面[1~2]，这类问题也常常被称为

“资源诅咒”。以自然资源为支撑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为我国赢得了多年持续增长的发展奇迹，但在这一奇

迹的背后资源约束经济发展不断强化，中国经济陷入发展的瓶颈期，并且还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污

染等问题。虽然从2006年开始我国实行节能减排计划，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各项规划中这一节能

减排目标都得到了明确，但是各地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要“坚持全民共

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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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由此，本文从资源禀赋的角度

出发，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

长关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上，Smulders（1995）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论题主要受物质平衡理论的

影响，生产、消费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就像物理、化学反应一样，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环境质量会随经济的增长而恶化，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单调的反向关系[3]。Grossman和Krueger
（1993）将研究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库兹涅茨曲线用于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二氧化硫、

烟尘等空气质量数据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

倒U形，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会随经济的发展而恶化，但最终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改善[4]。之

后有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各个国家的存在性进行。有些研究

表明许多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不同国

家、不同污染物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机不同[5~6]，另一些研究则表明环境质量如果用水污染相关的指标

测量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单调的反向关系，而当环境质量用温室气体相关的指标衡量时，环境污染

与经济增长呈现单调的正向关系[7~8]。李治国和周德田（2013）选取了山东省1981—2009年的人均GDP和衡

量环境污染水平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取决于环境污染水平衡量指标

的选取[9]。

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中，最早研究两者关系的是Habakkuk（1962），他利用美国

的资源禀赋与经济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高生产率来源于美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最终促成美国在19世纪的

繁荣景象[10]。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一局面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世界上多数具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地区

或国家走向衰退，据此多数学者转向研究资源的“诅咒”问题。Auty（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提

出了“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即丰裕的资源制约经济的发展，资源相对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显著低于资

源匮乏的国家[11]。Sachs和warner（1999）对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以自然

资源为基础而出口农产品、矿产和化石能源等产品的国家其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2]。

Sachs 和 Warner（2001）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实证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13]。

在资源开发引起环境污染的问题上，一些学者研究了资源开采引起的环境污染效应。Stephen（1994）最
早研究资源开采利用的环境效应[14]，提出了资源开采理论分析模型的基本框架，之后其他学者将时间因素和

空间因素纳入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效应分析中，并利用罗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数据对矿产开采所引发的

水土流失、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5~16]。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开采

国之一，并已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17]。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加

强，国内对资源开采利用的环境效应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闫军印和丁超（2008）研究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对

周围生态环境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和途径[18]。也有较多研究从土地、水体、固体废弃物、地质灾害等方面探究

我国地区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就如何高效利用资源、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9~20]。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区资源开采量越大，环境污

染越严重，即从环境污染角度来审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但是上述文献并没有直接对这种效应进行分析。

在现实中，多数资源丰裕地区凭借其资源优势以出口资源产品为主要经济来源，缺乏制度与技术创新，

产业以粗放型投入为主，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进

行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些地区的经济将缺乏发展活力，最终走向衰落；同样由于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粗放的

发展模式会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

代，我们对资源开发在环境污染这方面的体现更应有所警惕，这更进一步凸显了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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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研究文献相比，本文所作的改进主要有四点。第一，计算一个综合的环境污染指标，增大其对地

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表性，以弥补以往研究中以单一的或者独立的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所导致的误

差。上述有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取要么是水污染的衡量指标，要么是

空气污染的衡量指标，但是各个地区由于产业结构以及主导产业的不同，其空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物、固体

污染物的排放是存在差异的，如果指标选取较为单一，则不能充分衡量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并且研究中

因污染物选取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相关关系也不同，在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选取下，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的存在性也就存在差异。第二，首次从环境污染角度来研究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在测量人们实际收

入水平时，不仅应该考虑经济收入，还应该把美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但是现有研究资

源诅咒的文献只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研究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没有从环境污染的视角研究资源诅咒的存在

性。第三，考虑了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内生性，克服了以前大多数研究在进行同类研究时存在的估计识别

问题。自然资源禀赋本身是外生决定的，多数研究的自然资源禀赋是用自然资源开发行业产值来衡量的，

这一变量可能会受地方财政、地方政府竞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自然资源禀赋是具有内生性的，但是在相关研究中鲜有学者对这一变量的内生性进行考虑。第四，

结合自然资源禀赋探究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有文献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环

境质量方面进行一些理论与实证研究，但是多数研究只考虑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鲜有将资源禀赋、经

济发展以及环境质量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故本文将从环境污染角度来研究资源诅咒的存在性。由于资源

分布、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存在固有差异，而产业的异质性导致了地

区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的差异，例如东北地区是传统的重工业区，是典型的“高

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资源依赖型产业区，对于东北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一些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

来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出现了经济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因此，本文从资源诅咒的角度出发，研究由此引发的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冲突问题，并探究促进经

济、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研究假设

借鉴Antweiler等（2001）的做法[21]，我们假设社会效用函数为：

U(R,Z) = c1 - c2e
-R/δ - c3Z （1）

其中，U 表示社会的总效用，R 表示社会的实际收入或国民收入水平，Z 表示总的污染排放，c1 、c2 、

c3 、δ 都为大于零的常数。显然，随着国民收入水平 R 的增加，社会总效用也相应增加，另外，随着环境污染

水平 Z 的增加或 δ 的增加，社会总效用相应降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δ 越大，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越低。环境污染的供给函数可由社会效用函数推出：

ZS = -
∂U(R,Z)

∂Z∂U(R,Z)
∂R

= λδe-R/δ

c2
（2）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只有一种商品，并且该商品的价格为 p，那么，国民收入函数的表达式为：

R = pλZαF（K,L)1 - α （3）
其中，λ是收入的转换系数，α为大于零的常数（0 <α < 1）。由收入对环境污染求偏导可以得到环境污

染的需求函数：

ZD =αpλZα - 1F(K,L)1 - α = αR
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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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境污染的供给等于需求（ZD =ZS）得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Z = c2αR
λδ

e-R/δ （5）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而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关系可以通

过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水平求导得出：

dZ
dR

= c2α(δ -R)
γδ2 e-R/δ （6）

当 δ -R > 0 时，dZ
dR

> 0 ，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较低阶段时，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污染水

平也相应增加，即环境质量会随经济的发展而恶化。当 δ -R < 0 时，dZ
dR

< 0 ，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较高

阶段时，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污染水平相应下降，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环境质量会随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由此，当 δ -R = 0 时，dZ
dR

= 0 ，即环境污染曲线到达倒U形曲线的拐点。这可能是

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势必会依赖能源的耗费、资源的大量开发等途径加以实现，

从而引发环境污染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所带

来的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以及规模效应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22]。于是，本文提出假设1。
H1：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图1 的模拟数字分析表明，polit =α0 +α1yit +α2y
2
it + εit 和 polit 关系曲线的拐点水平为 yit ，当国民收入水

平低于24000时，环境质量会随经济的发展而恶化，反之则反是。

图1 y 2
it 和 i关系图示①

自然资源对一国原始财富的积累来说确实是一种福音，但当Auty（1993）首次提出“资源诅咒”后[11]，学者

们从各个角度验证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性[23]，且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低下是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的主要原因[17]。同时自然资源的开发受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开发政策的影响，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在地方

政府竞争以及中国式财政分权下所产生的政府短视行为[24]，会引发产业结构固化、抑制创新、人才流失等问

题。在传导机制上，资源的过度开发本身会恶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加之产业结构

的固化以及创新技术的欠缺，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必然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自然资源越丰裕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越严重，即资源诅咒在环境污染视角下是成立的。

三、模型选择、变量描述与统计分析

本文借鉴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方程[4]，并在考虑地区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并选取

何雄浪，叶 燚：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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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变量衡量指标。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合上述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我们建立如下的基础计量分析

框架：

polit =α0 +α1yit +α2y
2
it + εit （7）

其中 polit 、yit 、y 2
it 分别表示 i地区第 t年的环境污染指标、实际人均收入、实际人均收入的平方项，εit 表

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α0 表示常数项，α1、α2 表示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系数。

基于上述的分析考虑到其他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再将地区资源禀赋、工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等变

量加入方程中，并且考虑到环境污染的滞后效应，把环境污染指数的滞后项加入方程，得到计量方程（8）：
polit =α0 +α1L.polit +α2yit +α3y

2
it +α4resit +α5regit +α6L.regit +α7 indit + εit （8）

其中，α0 表示常数项，L.polit 、resit 、regit 、L.regit 、indit 分别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环境污染指数滞后一期

变量以及资源禀赋、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水平滞后一期、工业化水平，εit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实际GDP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

而得的各地区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相关的研究文献，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用一个或几个变量难以完全反映出来，但是我们

在选取该变量时应该尽量去契合实际。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比较多，Rappaport 和Sachs（2003）以初

级产品出口占GDP 的比重作为各国自然资源水平的代理变量[25]，徐康宁和王剑（2006）以采掘业部门的投入

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拥有状况[24]。参照何雄浪和姜泽林（2017）的做法[26]，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科学性，本

文采用各地区历年自然资源开发行业的工业产值（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行业的产值之和）占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借鉴俞雅乖（2013）等学者的做法用各地区历年的工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而环境规制变量用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例来表示[27]。而本文中的环境污染变量则是利用各地区历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利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而得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衡量。另外，本文后面也将引

入财政分权、技术水平这两个工具变量。各变量的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相关描述

变量

polit

yit

y 2
it

resit

regit

indit

fdit

rdit

名称

环境污染指数

实际人均GDP
实际人均GDP平方

资源禀赋

环境规制

工业化水平

财政分权

技术水平

计算方法

以各地区历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利用改进的熵值

法计算而得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表示

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而得的各地区历年的实际人均GDP(元）

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而得的各地区历年的实际人均GDP(元）的平方

以各地区历年自然资源开发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以各地区历年的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

以各地区历年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

以各地区历年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占中央和地区人均预算支出的比例来表示

以各地区历年的科技与研发经费（万元）来表示

本文采取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以2000—2015年作为样本区间②，面板数据

囊括了30个截面单位在16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样本观察值共计480个。文章中的各种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相关数据终端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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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据是作者根据相关公式计算整理而得，缺失的部分数据是作者根据统计方法外推而得。

（三）变量的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polit

yit

resit

regit

indit

fdit

rdit

均值

6.240
10819.560

0.208
1.288

39.248
76.858

190.434

标准差

0.974
7133.557

0.234
0.659
8.007
8.176

296.744

最小值

4.606
2759.000
0.00002

0.380
13.000
55.443
0.831

最大值

8.411
40259.160

1.213
4.240

53.000
93.247

1801.200

为了探究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与地区环境污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给出变量间的散点关系图示

（见图2、图3）。图2给出了地区环境污染与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散点图，可以发现环境污染随实际人均收

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即二者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这表

明后续实证分析中引入收入水平的二次项进行回归分析的合理性。图3给出了地区环境污染与实际人均收

入水平的散点图，表明地区资源愈丰裕环境污染愈严重，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图2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散点图 图3 环境污染与资源禀赋散点图

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组间异方差、组间同期相关以及组内自相关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

明，Wald检验的P值为0.0000强烈拒绝了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选取的面板数据存在组间异方差，这表明为

了提高估计的准确性我们需要考虑地区间的异质性。Pesaran检验的P值为0.0000，这同样也强烈拒绝了无

同期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同期相关，而同期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Wooldridge检验的P值为0.0000也强烈拒绝了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选取的变量有明显

的时间趋势，但是考虑到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含30个截面16期的短面板数据，因此我们可以不考

虑面板自相关的问题。由此，我们在下面的计量分析中要在考虑组间异方差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表3 变量数据性质的检验

检验类别

Wald检验（组间异方差检验）

Pesaran检验（组间同期相关）

Wooldridge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

检验值

1042.83
28.346
91.838

P值

0.0000
0.0000
0.0000

何雄浪，叶 燚：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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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普通的面板最小二乘法给出初步的估计结果作为参照系，在估计的过程中为消除面板组

间异方差的影响将使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差对回归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的修正，为消除变量的内生

性影响，我们将运用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回归结果作进一步的校正分析，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初步估计结果

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所涉及的信息较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复杂，如果在实证中设置的

模型不恰当，会使分析的结果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偏误。因此首先要对面板数据是否存在个体效应

进行检验，如果不存在个体效应则进行混合回归分析，反之则要进一步检验是存在个体固定效应还是个体

随机效应。

作为一个参照组先对模型进行混合回归，并且考虑到同一个省不同年份之间的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

关，而普通的标准差假设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因此在回归时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对模

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如表 4中的第（1）项所示，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4的第

（2）、（3）项。在对使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时，LM检验P值为0.000，认为随机效应模

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在对选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时，F检验结果的P值为0.0019，
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混合回归模型。为了进一步探究本文究竟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该检验结果的P值为0.0000，因此强烈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

表4 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模型

L.pol

y

y2

res

reg

L.reg

ind

截距项

F检验

LM检验

Hausman检验

OLS估计

混合回归（1）
0.858***
(0.012)

2.00e-05**
(9.58e-06)

-5.00e-10**
(2.46e-10)
0.111*
(0.062)
0.0921*
(0.054)

-0.109**
(0.050)
0.699**
(0.298)

0.587***
(0.111)

RE（2）
0.858***
(0.012)

2.00e-05**
(9.58e-06)

-5.00e-10**
(2.46e-10)
0.111*
(0.062)
0.0921*
(0.054)

-0.109**
(0.050)
0.699**
(0.298)

0.587***
(0.111)

0.00
[1.000]

FE（3）
0.680***
(0.093)

0.0002**
(9.12e-05)

-3.50e-09**
(1.37e-09)

0.115
(0.141)
0.098*
(0.056)
-0.083
(0.059)
1.162**
(0.489)
-0.271
(0.258)
2.00

[0.0019]

49.28
[0.000]

IV估计

2SLS（4）
0.846***
(0.022)

3.20e-05**
(1.42e-05)
-6.90e-10*
(3.96e-10)
0.833***
(0.227)
0.044
(0.064)

-0.155**
(0.062)
0.544
(0.362)

0.593***
(0.142)

注：表中（）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内的数值表示相应检验所对应的P值，*、**、***分别表示1% 、5%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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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由此，本文认为应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后续

的分析中我们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的第（3）项表明，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指数对上一期的环境污染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

此环境污染是具有滞后效应的，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环境污染指数滞后项的合理性。人均收

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收入水平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形曲线关系，这就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该

倒U形曲线的拐点数值为32229③，这表明当人均收入低于32229元时，环境质量会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

恶化，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32229元之后，环境质量会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环境污染与

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这一关系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相吻合的。为了直观感受环境污染水平与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样本数据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拟合关系如图2所示。图2表明，环境污

染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倒U形的关系，即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增后减，并且目前我国各省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多分布在曲线的左端，只有少数地区部分年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的拐点。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即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了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的上升，环境污染的增加对社会来讲，显然是一种负效用，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资源诅咒”效应，由于估计

系数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可能跟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有关，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中

引入工具变量予以解决。环境规制的滞后一阶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反向影响作用，但是这种抑制效应不显

著，并且环境规制的当期项对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表现出恶化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而引发

的估计偏误，我们同样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加以解决。地区工业化水平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这表明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地区总生产值的比重越大，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就越恶劣。因此，工业的发展是

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二）内生性的处理以及2SLS估计

固定效应模型虽然能有效剔除地区的个体效应，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但是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数的

一致性前提是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无关，即要求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在本文关键的解释变量中，自然

资源禀赋这一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如果不对其进行处理那么估计的系数将可能是有偏的。自然资源

禀赋本身是外生决定的，但是考虑到本文的自然资源禀赋是用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自然资源开发

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的，这一变量可能会受地方财政、地方政府竞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

而影响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禀赋是具有内生性的，但是在相关的研究中鲜有学

者对这一变量的内生性进行考虑。

本文利用Durbin-Wu-Hausman Test对自然资源禀赋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在辅助回归的结果中第一阶段

回归的残差的系数对应的 t值为-2.6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资源禀赋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自

然资源禀赋变量确实为内生变量。因此为降低内生性对估计所引发的偏误，需要进行工具变量估计。本文

选取的第一个工具变量是财政分权度（ fd）。财政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责，以

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公共政策。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上，闫文娟（2012）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

发研究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认为财政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进而减少环境治理投资，从而会对地

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28]，在张克中等（2011）的研究中也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的管制[29]。

借鉴王文剑和覃成林（2007）等学者的做法[30]，对财政分权的衡量我们用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占中央和地

区人均预算支出的比例来表示。本文还选取了地区的技术水平（rd）作为资源禀赋变量的工具变量，对地区

技术水平的衡量我们用各地区每年的科技与研发经费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

何雄浪，叶 燚：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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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其二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31]。由此，第一，我们进行过度识别检验，考察所选择的工具变量

是否都为外生的。以财政分权度、技术水平作为资源禀赋的工具变量时，检验的P值为 0.105，因此在10%的

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即认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在外生性方面是合

格的。第二，对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进行考察。检验的结果表明Shea's partial R2值为0.171，F统计

量也为53，能强烈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认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相关的。因

此，本文选取的二个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并且模型的选取也是可靠的。

表4第（4）项报告了工具变量2SLS回归的结果，相较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对模型的内生性进

行处理之后发现，资源禀赋变量的系数上升到0.833，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由于资源禀赋

变量的内生性使得固定效应模型大大低估了资源禀赋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效应，从而低估了地区的资源禀赋

对环境质量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是很有必要的。可以看出对资源禀赋变量的

内生性进行控制后，强化了资源诅咒在环境污染方面的存在性，这就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资源诅咒在

环境污染方面存在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各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逐渐增大，为提

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便转向开发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开发通常伴随

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那些自然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便注重高科技的研发、注重低污染的新兴产业的发

展。在控制模型中的内生性之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也依然为

负，并且这两个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是显著的，这证明在进一步有效估计的前提下，环境污染与

经济发展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依然是存在的。只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发生了变化，其拐点由人均收

入32229元/年下降到人均收入23188元/年，并且在控制内生性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拐点值23188是更为

合理的，这也与图2中所显示的拐点位置更为相近。

从表5可知，无论从全国总体还是分地区来看，人均收入水平都远远低于达到拐点所需的收入水平。并

且从全国总体来看达到拐点收入水平的样本点数量占比仅为7.5%，东部地区达到拐点收入水平的样本点数

量占比也只有16.07%，并且中、西部地区没有人均收入水平的样本点数量超过拐点收入水平，这表明我国的

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环境管制变量的滞后项的系数从-0.0830上升到-
0.155，并且滞后项的系数变得显著，这说明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内生性问题低估了环境管制对环境的改善效

应。但是，在控制内生性变量之后，工业化水平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变得不显著，而其系数的符号依然为

正，说明了工业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这一结论是确定的。

表5 各地区人均收入情况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均值

10819.56
23188.41
7543.69
6734.60

最大值

40259.16
40259.16
10622.40
12278.41

最小值

2759
4779.46
4843.23

2759

人均收入水平的样本点数量超过拐点占比

7.5%
16.07%

0
0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

1. 稳健性检验：GMM估计方法

如果估计的模型中存在异方差问题，那么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偏误，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GMM估计比最小二乘法更有效率。首先进行两步最优GMM估计，估计的结果如表6中的第（1）项

所示。通过与表4中2SLS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有系数的估计结果与显著性都非常相似。其次

进行迭代GMM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中的第（2）项所示。可以看出两种GMM方法的估计结果都相差无几，

28



并且其结果与2SLS也很接近，这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异方差的影响，因此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稳健性检验：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在本文的模型设置中由于考虑到环境污染的滞后效应，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环境污染的滞后项，滞后

项的加入可能会使计量模型存在自相关的问题，用2SLS法会使估计的结果可能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利用动

态面板估计法对上述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估计的结果如表6中的第（3）项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环境

污染确实是存在滞后效应的，即上一期的环境污染水平直接影响下一期的环境污染水平。虽然地区自然资

源禀赋变量变得不显著，但是其系数依然为正。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性水平都有所

提高，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环境规制滞后变量的系数与2SLS的估计结

果相近，并且显著性水平有一定的提升。工业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系数与显著性水平都有所提

高。并且Arellano-Bond检验的结果表明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同时进行Sargan检验的结果也

表明模型中选取的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方法

模型

L.pol

y

y2

res

reg

L.reg

ind

截距项

Sargan test

Arellano-Bond test

GMM估计方法

（1）
0.855848***
（0.0215486）
0.0000345**
（0.0000142）
-7.53e-10*
（3.97e-10）
0.8402198***
（0.2264625）
0.0478669

（0.0643412）
-0.157917**
（0.0624022）
0.4906447

（0.363047）
0.5316877***
（0.1381313）

（2）
0.855935***
（0.0215636）
0.0000346**
（0.0000142）
-7.56e-10*
（3.98e-10）
0.8437341***
（0.2265636）
0.0479365

（0.0643947）
-0.1583493**
（0.0624628）

0.486375
（0.3637384）
0.5318692***
（0.1382711）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3）
0.7924372***
（0.0140365）
0.0001167***
（0.0000135）
-2.23e-09***
（3.24e-10）
0.340007

（0.304372）
0.1131488***
（0.0258934）
-0.1424984***
（0.0333672）
1.85729***

（0.3428546）
-0.2677296***
（0.0855564）

29.60724
[ 1.0000]
-1.5187
[0.1288]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梳理，构建了一个基于地区资源禀赋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并在

此基础上以中国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

乘法，并对计量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此，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第一，在控制了其他影响环境

污染水平的因素之后，自然资源禀赋对环境污染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地区开发自

然资源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说明“资源诅咒”在环境污染的角度是存在的。并且三个角度的稳健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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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都表明该结论是稳健的，这一假说在实证上和经验上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第二，在用环境污染综合指

数来衡量环境质量的情况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省级数据上是存在的，并且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第三，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对当期的环境质量没有改善作用，但是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这表明

长期稳定的环境治理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作用。

贾雷德·戴蒙德（2017）指出，“生态体系从根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干净的水而不是脏水，干净的空气而不

是不洁的空气，肥沃的土壤而不是贫瘠的土壤。河里的水之所以健康，是因为有水生植物和微生物，以及生

长在河流两岸的森林。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生态体系服务，净化我们的水和空气，保持我们的土壤肥沃”[2]。

当前，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平衡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管制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坚定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逐步提高环境标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这一对矛盾。虽然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恶化后改

善的态势，符合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但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由单一的经济增长这一因素决

定，还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改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果坚持认为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

定的程度之后环境质量就会自动改善，坚持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方式，而不及时采取环境保

护措施，一旦环境污染超过环境的承受值，将会造成生态失衡，严重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2]。因此，要主动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

中国。环境管制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效果具有滞后性，因此政府应该长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由于中国各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环境保护制度在各地区应因地制宜、

有所差别，禁止环保“一刀切”，坚决避免以生态环境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第二，推进能源转型和消费革命，从源头上遏制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能源的开采与消费会引致严重的

生态恶化问题，并且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即资源诅咒这一现象在

环境污染角度是存在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

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而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在于开发绿色清洁能源，因此重要的是加大绿色能源生产技术的开发投

入、加快绿色低碳能源的技术创新。当前，特别是在资源禀赋地区工业基本上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

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故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工业上面，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做好工业布局。工业部门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工业企业的选址上要做好上

中下游企业的工业布局，提高生态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同时，要提高地区间工业产业的协调发展，各地区

工业企业的构成及功能应该有所区别，要形成地区间优势产业互补的工业体系，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注 释：

① 模型中其他参数取值为：c2 = 100 ，α = 0.4 ，λ = 1.5，δ = 24000 。

②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作者无法获取2015年以后的相关统计数据，这虽然不利于本文得出更加精确的实证分析结论，但并

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③ 根据二次曲线 f (x) = ax2 + bx + c，拐点的计算公式为 x0 = - b2a 。

30



参考文献：

[1] Auty，R.M.Natural Resourc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1(4):627-634.
[2] 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204.
[3] Smulders，S.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J].De Economist，1995，143(2):163-195.
[4] Grossman，G.M.，Krueger，A.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3，8(2):223-250.
[5] List，J.A.，Gallet，C.A.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oes One Size Fit All?[J].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1999，31（3）：409-423.
[6] Grossman，G.M.，Krueger，A.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277-284.
[7] Perman，R.，Stern，D.I.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mplications of Non-stationarity[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

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Ecological Economics Program，1999.
[8] Aslanidis，N.，Iranzo，S.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J]. Applied Economics，2009，

41(6):803-810.
[9] 李治国，周德田.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企业经济，2013，(8):11-16.
[10] Habakuk，H.J.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45-48.
[11] Auty，R.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London: Routledge，1993:6-115.
[12] Sachs，J.D.，Warner.A.M.The Big Push, 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9(1):

43-76.
[13] Sachs，J.D.，Warner，A.M.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 827-838.
[14] Stephen，K.Mineral Resources，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1-125.
[15] Singh，R.N.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s in the Mining Industry in Austral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Management Practic⁃

es[J].Journal of Mines Metals & Fuels，1999，47(12):339-343.
[16] Capatina, L.The Study of the Air Pollution by a Surface Mining Exploitation from Romania[J].Journal of the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Metallurgy，2008，（43）: 245-250.
[17] 高苇，李永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效应：空间格局和演化趋势[J].环境经济研究，2018，(1):76-93.
[18] 闫军印，丁超.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5):28-35.
[19] 张贤平，胡海祥.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防治对策[J].煤矿开采，2011，(6):1-5.
[20] 赵淑芹，刘倩.基于DEA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效率评价[J].中国矿业，2014，(1):54-57.
[21] Antweiler，W.，Copeland，B.R.，Taylor，M.S.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

91(4):877-908.
[22] 占华.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兼对“EKC”假说的再检验[J].经济评论，2018，(6):100-112.
[23] 李江龙，徐斌.“诅咒”还是“福音”：资源丰裕程度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8，(9):151-167.
[24]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9.
[25] Rappaport,J.,Sachs,J.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astal 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1):5-46.
[26] 何雄浪，姜泽林.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实证检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2017，(1):134-144.
[27] 俞雅乖.我国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及其地区特性分析[J].经济学家，2013，(9):60-67.
[28] 闫文娟.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投资[J].财贸研究，2012，(5):91-97.
[29] 张克中，王娟，崔小勇.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65-75.
[30] 王文剑，覃成林.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基于经验的判断及检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

(10):60-64.
[31] 毛其淋，盛斌.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2，(1):181-210.
[32] 陈向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3):51-62.

（责任编辑：彭晶晶）

何雄浪，叶 燚：基于资源诅咒视角的环境污染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