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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划、民间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从侧面证明了“波特假说”在现阶段的我国是不成立的；民间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主要

是受政策性因素和各地区自身情况的影响比较大；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外商投资存

在严重的牺牲环境换取效益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也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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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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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增长近 10%，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

体。增长的背后也面临来自各方的质疑，焦点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克鲁格曼（1994）在《东亚

奇迹的神话》中指出，过分依赖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些国

家和地区缺乏真正的知识进步以及技术创新，并且没有配套的制度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并不能带来经济的

可持续增长[1]。易纲（2003）对此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全要素

生产率过低[2]。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也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的动力来自

于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我国过去高污染、高投入、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民众的环保意识

也逐渐增强。面对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趋势，如何权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成为对政府的重大考验。随

着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加强，环保和增长能否实现“双赢”呢？传统理论对此予以否定，认为环境规制无疑会

增加企业的成本进而降低竞争力，最终减缓经济增长。但是波特（1995）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营效率和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绿色增长[3]。

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部门的补充，可以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4]，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方面有其独特

优势。但民间投资也有无法克服的软肋，其投资效率滞后，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以利益为主，较少考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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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近些年来随着民间投资的不断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与以往的研究不同，

本文研究的是民间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民间投资是否显著地降低了我国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民间投资的支持，民间投资作用的发挥需要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处于一种动态博弈状态，互相制衡。在我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

更加注重可持续增长，实现二者的“双赢”。采取合理的环境规制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提高投资效率，

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增长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绿色发展逐渐被学术界认可，部分学者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转而开始研究环境规制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国外学者较早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和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技术进步角度的积极论。Porter（1991）认为环

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使用清洁能源，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5]。

Lanjouw（1996）则着重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治理的反向影响，他发现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治污成本，提高生产绩效和竞争力[6]。另一方面是基于成本角度的消极论，认为环境规制造成企业的成本负

担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Rhoades（1985）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绩效，导

致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少，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下降，最终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负向影响[7]。

Brannlund等（1998）通过对瑞典造纸行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

影响甚微，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大时，被规制企业会陷入困境[8]。

此外，为了更加全面地测度经济的绿色增长，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时需考虑环境因素，Chung（1997）
提出了方向性距离函数，认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可以同时考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9]。该方法被广

泛应用。在此测算基础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研究，其中早期文献最具代表

性的是杨俊等（2009），其运用ML指数测算了1998—2007年我国各地区考虑环境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

其来源分解，发现不考虑环境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被明显高估，技术进步才是增长的主要来源[10]。陈诗一

（2010）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11]。在此研究基础上，后期有更多学者进行了扩展研究，原毅军（2015）使用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得出技术

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12]。刘和旺（2016）[13]通过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环

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除以上研究侧重点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地区差异的视角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李静（2012）在构造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

素，发现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14]。李玲

（2013）基于收敛分析的视角对我国工业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工业增长质量虽呈梯

度分布之势，但界限早已不再明显，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存在条件收敛[15]。王兵（2014）对各地区

环境约束下的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是进步

的，而中西部地区却呈现退步的状况[16]。张江雪（2015）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研究不同地区三种类型的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17]。陈菁泉

（2016）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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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呈现（U）型关系，并且东部地区要提前达到拐点，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18]。彭星

（2016）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生产效

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激励型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中西部地

区的影响却不明显[19]。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大部分学者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时，主

要研究二者的单向或者双向影响，或者考虑了技术进步以及FDI等因素，很少有学者研究民间投资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没有学者将三者放在同一纬度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

展研究：第一，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民间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无论对于我

国经济增长还是中小企业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PPP的背景下，考察民间投资对

环境规制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共同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便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提供

一定的政策性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鲜有

文献将民间投资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民间投资如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

生影响及它们的共同作用，由此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nITFPi, t = β0 + β1ERi, t - 1 + β2InIi, t + β3InRDi, t + β4InSYZi, t + β5InHRi, t + β6InFDIi, t + β7InERi, t*InIi, t + εi, t（1）
其中，i为地区变量，t 为时间变量。 ITFPi, t 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ERi, t - 1 表示环境规制，由于环境规

制作用的发挥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所以选择其滞后项来表示；Ii, t 表示民间投资；RDi, t 表示企业研发投入；

SYZi, t 表示所有制结构；HRi, t 表示人力资本；FDIi, t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εi, 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199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

济统计年鉴》、《中国环保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年鉴》。

被解释变量。借鉴Fare等（2008）[20]的计算方法，通过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算出。

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度量环境规制：工业废弃物达标排

放率[21]；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22]；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23]；污染物排放量[24]。以上几类指

标各有利弊，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

值来度量环境规制。民间投资（I），在我国，投资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余靖雯（2013）用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减去国有经济投资、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作为民间投资[25]，陈时兴（2012）用内资与国有经济投

资的差额衡量民间投资[26]。本文借鉴余靖雯（2013）的观点，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国有经济投资、外

商投资、港澳台投资作为民间投资来衡量民间投资。

控制变量。R&D用各地区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表示；所有制（SYZ）以国有经济总产值比工业

总产值表示；人力资本（HR）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历年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额并且根据相应汇率转换成人民币表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计算过程均借助 stata计量软件完成，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根

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p值为0.0000，因此显著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所以选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全国

及各地区回归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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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国及各地区回归结果

ln ERi, t - 1

ln Ii, t

ln RDi, t

ln SYZi, t

lnHRi, t

lnFDIi, t

ln ERi, t - 1*InIi, t
_cons
R2

P
N

全国

-0.202***

(-3.67)
0.229**

(2.50)
-0.0765
(-0.76)
0.618***

(4.99)
1.540*

(1.75)
0.126
(1.39)

0.0261***

(3.78)
-5.289***

(-3.06)
0.286
0.0000
360

东部

-0.141**

(-2.35)
0.108*

(1.76)
-0.102*

(-1.73)
-0.0348
(-0.33)
1.242**

(2.26)
0.0154
(0.26)

0.0206***

(2.59)
-3.212**

(-2.10)
0.168
0.0000
132

中部

-0.266**

(-2.20)
0.187
(0.94)
-0.316
(-0.93)
0.614**

(2.61)
2.084
(1.11)
0.518*

(1.77)
0.0277*

(1.75)
-8.967**

(-2.21)
0.346
0.0000
96

西部

-0.267***

(-2.79)
0.224**

(2.02)
-0.0911
(-1.17)
0.424**

(2.31)
0.234
(0.39)

-0.00942
(-0.10)
0.0296**

(2.03)
-1.200
(-0.97)
0.296
0.0000
13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 t值
从全国的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

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0.202%，这也充分表明了现阶段在我国“波特假说”是不成立的。环境规制增加

了企业成本，对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我国来说，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企业缺乏足够

的意识和动力进行技术革新，为了降低成本，不惜增加污染程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民间投资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所以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资金

的利用效率，将资本投向生产率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环保产业，从而推动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环境规制和民间投资的交叉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环境规制限

制了民间资本的流向，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流向污染程度较低的行业，从而有效地化解了产能过剩。R&D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整体上研发资金与欧美国家相比投入不足，并且资

金的分配不合理，所以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较慢。所有制的影响是正向并且显著的，这是因为相

比较民营企业，国企具有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财力，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会较多地考虑环境因素，而不仅

仅考虑经济效益。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

施，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知识储量的增加会明显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出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因为外商在进行投资时往往考虑的是如何得到

最大限度的盈利，而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放宽对外资的管制，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污染避难所”的成立。

从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向影响，表明我国目前企业

整体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对于成本的增加不堪重负，只能被动接受，最终的结果是利润的下降和地区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降低。民间投资对东西部的影响显著，对中部地区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民间资

本本来就比较活跃，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技术方面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对民间资本具有更高的吸

引力。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加上其本身具备的资源优势，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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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部分民间投资向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较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与较好的经济状况，企业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研发创新，

而中西部地区不具备这些优势。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中西部

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其实是与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实际情况相符的，东部地区注重教育，对国家的科教兴国

战略落实比较到位，尊重知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无疑会增加一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足，导致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四、结论

与以往文献单独分析民间投资或者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本文侧重于分析三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民间投资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间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对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中部地区民间投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高。随着国家逐渐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各地区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波特假说”在现阶段的我国难以立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点在东部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却继续改善。只有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广

泛吸引民间投资，同时对其进行环境规制，才能全国推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此，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第一，确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的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导致对企

业的负面影响较大，鉴于此，国家应当因地制宜选取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应该制定新的环境规制工具

和不同的政策组合，正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使用清洁能源和采购治污设备，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

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中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以及购物、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最终以技术进步实现环保

和发展的“双赢”。

第二，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流动。东西部地区受自身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前期国家

政策的影响，民间资本活动旺盛，流动性很高，在带动当地就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应

该对民间资本给予足够重视，吸引优秀资本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当中，为我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献计

献策。在当前国家全面推行PPP的大背景下，应当充分激发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消对民间

资本的投资限制的限制，促进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合作，全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创造力。

第三，增加研发和教育投入。研发和教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容小觑，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这

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由此限制了经济增长。国家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进

步来带动地区进步。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业，大力培养人才，同时加快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步伐，以此来促进

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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