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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进展
——基于 2015—2019 年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的考察
吴传清 a，b，c，尹礼汇 a，c
（武汉大学 a.经济与管理学院；
b.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c.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摘 要：工业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问题是长江经济带研究领域的热点
话题。本文侧重从研究议题、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研究结论等视角，梳理总结 2015—2019 年有关长江经济带整体、长江
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后续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选用多学科交叉研究
方法，采用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重点加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优化工业布局、工业集聚、工业转移
与承接等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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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 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使长江经济带

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而工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着力点，
因此工业高质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建成高质量发展经济带的重中之重。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问题，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以 CSSCI 来源期刊为考察对象，2015—2019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
率的实证研究论文成果有 23 篇，其中，2015 年 1 篇、2016 年 2 篇、2017 年 5 篇、2018 年 7 篇、2019 年 8 篇，研究
的空间尺度涉及长江经济带整体（上中下游地区比较、沿线 11 省份比较、沿线城市比较）以及特定区域（长江
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

二、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进展
综观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文献根据投入产出关系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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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采用 DEA 及其相关衍生方法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议题涉及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工业绿色发展绩
效、工业环境效率、工业生态效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工业

绿色创新发展效率等。另有部分文献侧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方法赋予指标权重测算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大多采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
（一）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特征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①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差异性。汪克亮等（2015）选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作为环境压力指标融入 DEA 模型框架之中，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最高，中下游地区
相对较低但差距不明显[1]。王建民等（2019）选取 Super-SBM 模型得出类似结果，并进一步采用 Malmquist 指

数分析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下降的趋
势，中上游地区呈快速上升的趋势[2]。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大部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
优势，容易引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工业发展基础较好，转型升级水平较高，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率
较高，产生污染较少；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具有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由于“污染天堂”效应，成为资源密集
型和污染密集型工业转移的承接地；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大多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
生态屏障，
工业基础薄弱，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工业[1][3]。
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工业绿色发展不均衡。胡立和等（2019）基于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测算

2009—2016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四川、云南

等五省一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而浙江、江西、湖南、重庆、贵州等四省一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偏低，总体呈现下中上游梯度递减的趋势[4]。从动态角度而言，上海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
降的唯一省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稳步提升趋势，
湖南、四川、重庆三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关系更加协调，相对而言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更高。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程度稳步上升。黄磊等（2019）基于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发现 2011—

2016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 2.95%，
增长率逐年上升，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加[5]。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重心由下游
地区转移到中上游地区，一方面体现了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的方向，另一方面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
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本土产业转型升级和其他地区产业转移淘汰了低端落后产能。
根据 Theil 指数的测算结果，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差距较大，且逐年上升，差距的主要来源
是上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参差不齐。李琳等（2016）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熵权-TOPSIS 模型，研究发现

2004—2013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08 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城市群之间差距缩小、城市群内部差距
扩大的态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加速追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但长江中游城市群
内部城市存在分化趋势[6]。
资源利用效率是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汪克亮等（2017）[7]、尹庆民等（2019）[8]均采用 EBM

模型，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和长江经济带工业能源环境效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较低，存在地区差异性，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趋

势。其中，上海和浙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较高，安徽、江西、湖南、重庆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水污染严重，
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2005—2016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工业能源
环境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总体均值为 0.6 左右，呈倒“U”型变化趋势。从空间维度上看，地区间存在差
距，但逐年下降。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工业能源环境效率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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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二省一市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值均高于 0.8，处于第一梯队；上游地区的贵州和云南效率值均低于 0.4，亟需
加强能源集约利用和废气污染控制。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协同效应。黄磊等（2019）基于 2011—2016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

份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与工业创新发展效率的协同效应。
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协调水平和增速均高于全国和长江经济带以外地区平均水平，长江经
济带下游地区绿色创新协调水平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从动态变化视角来看，从 2011 年开

始，中游地区绿色创新协调水平低于上游地区，但增速较快并迅速超过上游地区，下游地区持续保持稳步增
长的态势。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3]。吴传清等
（2018）选取 2011—2015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面板数据，分别采用 SBM 模型和熵权-TOPSIS 法测算长
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

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协同效应较高，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平稳上
升趋势。协调水平年均增长 3.61%，空间上呈下中上游梯度递减趋势，且差距逐年扩大，长江经济带要跨流
域协同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9]。
（二）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环境规制等[1~2][7~8][10~11]。由于采用 DEA 及相关衍生模型测度的工业绿色

发展效率值大多处于 0~1 之间，而采用超效率 DEA 或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值可以大于
1。因此，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或受
限面板 Tobit 模型，仅有王建民等（2019）[2]采用改进的灰色斜率关联模型。

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阶段具有

一定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初期的粗放发展模式会被摒弃，工业化程度也相对较高，而且地方政
府拥有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污染防治；另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更能吸引高层次人才和技术，创新
要素的集聚孕育了节能减排技术的产生[7]。
产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一般会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从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学
术界一般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程度提升，高污染高能耗的

重工业比重也随之上升，由此产生的资源消耗和工业污染均会增加[1]；另一方面，工业化程度提升伴随着工
业化阶段向后推进，长江经济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绿色高技术制造业和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将会成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力[11]。
能源结构会抑制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1][11]。学术界一般采用煤炭能源消费量衡量能源结构。能源
结构一般与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挂钩，煤炭能源具有低效利用的特点，而且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工业气体污染，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科技创新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作用。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高质量
发展，制造业创新是产业创新的重中之重。工业科技创新能力增加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普及利用清洁生
产技术，促进工业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合作创新和技术扩散也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发挥重
要驱动作用[12]。科技创新与互联网发展息息相关，长江经济带工业“互联网+”的新兴发展模式通过信息资源
共享，降低工业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工业“互联网+”模式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促
进了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13]。
对外开放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争议。一方面，落后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大量引入较低
环境门槛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给本地区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这与“污染天堂”假说的研究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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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更能享受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清洁技术的知识外溢效果，对提升工业生产效
率和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具有促进作用[8]。
人力资本会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学术界一般采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代表劳
动力素质。一般来说，高素质的工业劳动力代表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熟练的生产技能可以显著降低资源消
耗，提高资源利用率[11]。高素质劳动力产生的较高劳动成本投入，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转型；进一步地，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具有充裕资金，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支撑，促进工业绿色
发展效率提升[13]。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争议。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不
明显[2][7]，从理论上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高污染高能耗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从而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
污染排放。实际上，环境规制的提升会加大工业企业，特别是高污染排放的重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直接导
致工业企业减产停产，发展效率下降。一个地区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间接代表着该地区工业污染比较
严重，所以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基于此，吴传清等（2018）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 1997—2015 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采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

门限效应。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倒“U”型，过低或过高的环境规制
水平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所以，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份应针对本省份采取合理的环境规制，差异化精准
施策，
贯彻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14]。

近年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和方法被学术界广泛采用，相关文献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
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驱动机制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吴新中等（2018）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 108 个地级市

面板数据和全局 Moran’s I 检验，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本身存在正向的空间依

赖，并随着地理邻近关系的增强和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在城市之间的地理分布呈现“高-高”和“低-低”
双向集聚的特征[12]。黄磊等（2019）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取空间杜宾模型测算长

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存在显著为正的溢
出效应，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显著[5]。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进展
2015—2019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研究议题涉及效率评价、驱动机制，空间尺度

聚焦长三角城市群，研究方法大多采用 DEA 及其相关衍生模型和常用的计量回归模型，相关数据来源大多
采自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城市统计年鉴。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根据 2019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包括 27 个城市。部分学者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

色发展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15~18]。采用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绿
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研究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绿色
技术效率相对而言驱动力不足。丁显有等（2019）测算长三角城市群 18 个核心城市的工业创新发展效率，采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同程度，研究发现协同效应显著且不断提升。其中，苏
州、舟山、上海、湖州、扬州等 5 个城市工业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较高，金华、盐城、宁波、常州、镇江等 5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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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较低[15]。孙燕铭等（2018）进一步地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
异特征，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空间依赖，具有集聚性特征，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主
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16]。
部分文献以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城市为样本，更加全面地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问题[19]。
运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和空间冷热点分析法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全局和局部的空间相关性，热点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冷点地区集中在安庆、池
州、马鞍山、芜湖、铜陵地区，
具有空间俱乐部特征。
傅为忠等（2016）采用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域空间尺度，测度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工业绿色
发展效率。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效率较高，但考虑工业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后，工业绿
色发展效率显著下降，排序从高到低为江苏、浙江、上海、安徽[20]。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机制
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机制研究主要以计量回归分析为主，采用的方法有固定效
应面板回归、Tobit 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

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倒“U”型关系，从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
的正向效应；工业国有化程度、工业资本深化、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会抑制工业绿
色发展[17]。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张新林等（2019）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工业结构、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外
商直接投资作为影响因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工业结构具有显著为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经
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因此，优化工业占比过重的产业结
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大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不仅可以改善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也能促进周边地区
工业绿色发展的提升[18]。

四、长江中上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进展
2015—2019 年关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文献侧重研究产业转移的影响以及工业

绿色发展协作机制。

关于产业转移，长江中游地区既存在产业转入现象，也存在产业转出现象，且转入和转出与当地的经济
发展存在一定联系。就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经济发达省会城市如武汉、南昌、长沙等地，属于产业转出地，
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大多属于产业转入地[21]。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先升后降再升”
的波动上升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为负的影响，随着产业转出趋
势增加，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产业转移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
向作用，主要是由于上游地区积极承接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生态产业，促进工业绿色发
展效率稳步上升[22]。
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研究对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李小玉等
（2017）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长江中游地区相关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测算，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
面临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大、工业内部行业能耗差异大、工业降能耗任务艰巨、工业绿色发展协作程度低、地
区间无序竞争风险等问题，为促进形成区域之间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应共同建立区域绿色工业甄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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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机制、绿色技术中心、运维管理共享平台，构建统一的工业绿色产品市场，建立工业绿色发展评估监管
体系[23]。

五、结语
关于研究内容，2015—2019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时空特征分析、

工业绿色发展协同效应研究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等三方面。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一步

提高工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全面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要
求。未来研究可以聚焦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工业布局优化、工业集聚、工业有
序转移与科学承接等议题。
关于研究空间尺度，相关研究涉及长江经济带整体、上中下游地区、沿线 11 省份及沿线城市。企业是推

动工业绿色发展的主体，未来研究视角可以进一步扩展，开展微观尺度研究。采用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数
据，
测度企业绿色发展效率，利用实证分析手段，研究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机制。
关于研究方法，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统计学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权重）、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
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目前研究方法比较成熟，未来研究可以融合多学科前沿分析方法，如采用地理空
间统计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长江经济带工业相关
数据、破解数据瓶颈等。
注

释：

① 根据 2014 年 9 月 25 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包括云
南、贵州、四川、重庆，
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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