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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引进雾霾这一新的非期望产出，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16年我国288座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并

从城市总体、地区、区域和城市规模四维角度对288座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然后，运用Tobit模型实

证分析了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雾霾约束下城市总体环境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东北城市、珠

三角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在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方面均处于较优状态，而中部城市、京津冀城市以及大城市和

特大型城市均处于较差状态；（2）工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汽车保有量以及人口密度对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所处的地区越发达，越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污染物去除

率、FDI与GDP比值以及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对雾霾约束下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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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源、能源消耗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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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严重危害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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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其主要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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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

首。《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338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即年均PM2.5浓度≦35μg/m3）

的城市仅有84座，占全部城市数的24.9%；未达标的城市高达254座，占75.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

着力解决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由

此可见，雾霾污染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面对当前经济

增长、资源能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窘境，从投入产出角度考虑雾霾约束下我国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对解决

当前困境和雾霾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环境技术效率（现有研究也称其为环境效率、绿色经济效率或绿色增长效率等），是指将环境污染作为

一种非期望产出，以处于环境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为参照面，在保持投入产出不变时，评价在现有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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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环境负荷的潜力，即获得经济增长(期望产出)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非期望产出)。近年来，随着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绿色增长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考虑环境污染的环境技术效率研究逐渐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重

视，但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省级地区和工业部门层面。省级地区层面，李静和程丹润(2008)[1]以“工业三

废”为非期望产出，通过引入SBM模型测算了1990—2006年我国各省区的环境效率值。基于同样的研究方

法，王兵等(2010)[2]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的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效率；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3]
测算了1996—2010年我国各省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

素；任阳军和汪传旭(2018)[4]将环境污染引入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测度了2011—2015年我国各省份

的绿色经济效率，然后利用Durbin模型考察了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工业部门层面，沈能(2012)[5]
以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为前提，测算了引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行业

异质性的假定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基于DEA-SBM模型，屈小娥(2014)[6]实证测

度了节能减排约束下2001—2011年36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并检验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收

敛性和门槛效应。徐盈之和周圆(2016)[7]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了1999—2010年我国省际工业环境

效率，并利用EKC曲线分析了工业环境效率与规制力度间的非线性关系。

城市层面关于环境技术效率的研究并不多，代表性文献有王兵等(2014)[8]运用RAM模型对我国112个环

保重点城市2005—201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无效率来源及减排方式进行了探讨，并使用Bootstrap截断回归模

型分析了对城镇化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途径。李艳军和华民(2014)[9]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

了考虑环境污染时我国275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的绿色经济效率。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10]运用DEA效

率模型中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分析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的区域性差异，并进一步建立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李平等(2017)[11]采
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0—2010年的环境技术效率。

此外，现有关于环境技术效率的研究基本上将“工业三废”或者温室气体选作非期望产出指标，以雾霾

(PM2.5)作为非期望产出的研究仅有以下几篇研究文献，冯博和王雪青(2015)[12]运用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模型，将雾霾前驱物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能源效率框架中，对京津冀地区2003—2012年的能源效率进

行了测算，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考虑雾霾效应后，京津冀

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所下降。基于同样的研究方法，吴先华等(2016)[13]采用人口加权PM2.5浓度作为大气环境

污染指标，测算了2002—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大气环境效率具有

较大的差异，南部沿海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大气环境效率较高，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气环

境效率较低。何枫等(2016)[14]将雾霾这一新的约束条件纳入环境技术效率研究框架，测算了2001—2012年
雾霾约束条件下各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显示：雾霾约束下中国整体环境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616，环
境技术效率水平提升空间较大。刘传江等(2017)[15]将PM2.5作为具体的污染变量引入到TFP的分析框架中，

估算了 2001—2010年全国 29个省市环境TFP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只有东部地区的TFP基本上每年都在提

高，其他地区都呈现总体下降状态，年均下降1.03%。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环境技术效率的研究仍不完善，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拓展：（1）雾霾作

为一种环境污染物，近年来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较少有文献将其选作非期望产

出指标，因此，环境技术效率的评价结果很可能存在失真及估计偏差，本文将其作为新的非期望产出指标纳

入环境技术效率综合评价的框架中，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生产过程；（2）现有研究基本上都以工业部门和省

级层面为研究对象，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非常少，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的城镇化

率已经达到了57.35%，城镇常住人口约79298万人，但这种城镇化是建立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效率低下

等诸多城市病的基础上，走集约、环保、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探索城市雾霾治理和环境技术效率提升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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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环境技术效率测度模型

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来评价我国城市PM2.5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Super-SBM模型属于数据包

络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中的一种，它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于1978年首先提

出，是一种测度多个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相对效率的方法[16]。传统DEA模型有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2R的模

型和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2模型[17]，是从径向和角度两个方面来测度效率，没有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

题，当存在投入产出的非零松弛时，其测算得到的效率值并不准确。因此，Tone于2001年提出了一种基于松

弛变量、非径向非角度的DEA分析方法，即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的优点

是效率值随着投入产出松弛程度的变化而变化[18]。但是，SBM模型也会出现如同传统DEA模型的多个决策

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同时有效(效率值均为1)的问题，此时无法对这些同时有效的DMU继续进行

有效评价与排序。为此，Tone于2002年对SBM模型的松弛变量进行修正提出了Super-SBM模型，该模型能

够对SBM模型有效的DMU继续进行评价和排序[19]，因而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应用。模型介绍如下：

假设有 n 个DMU，每一个DMU涉及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种要素集合，即 n 个DMU投入要素

m，产生期望产出 s1 和非期望产出 s2 ，以向量形式分别定义为：x ∈Rm 、y
g ∈Rs1 和 yb ∈Rs2 ，其矩阵形式分别

为：X =[x1, ...,xn] ∈Rm × n > 0 、Y g =[y g

1 , ...,y g

n ] ∈Rs1 × n > 0 和 Y b =[yb
1 , ...,yb

n] ∈Rs2 × n > 0 ，进而，生产可能性集合 P 可以

表示为：

P ={ }( )x,yg,yb | x≥Xλ,yg ≤ Y
g
λ,yb ≥ Y bλ,λ > 0 （1）

其中，λ ∈Rn 为权重向量，若其和为 1，表示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可变(VRS)，否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CRS)。因此，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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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量。目标函数 ρ∗ 关于 s- 、s
g 和 sb 是严格递减的，且 0≤ ρ∗ ≤ 1。对于特定

的DMU，当且仅当 ρ∗ = 1，即 s- = 0 、s
g = 0 和 sb = 0 时是有效率的。如果 0≤ ρ∗ < 1，则说明被评价单元是无效

率的，存在投入产出上改进的必要。

在SBM模型的基础上，假设第 k 个DMU的SBM效率值 ρ∗
k = 1，则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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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φ∗ 的值可以大于1，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对SBM有效的DMU继续进行评价和排序。

（二）环境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计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根据Super-SBM模型测算得到的城市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响，且由于该效率值围绕在0和1左右，是一个典型的受限因变量，本文将采用Tobin于1958年提出的Tobit
回归模型来检验环境技术效率和其影响因素的计量关系，该模型是分析因变量受到某种限制的回归模型，

也被称为截取回归模型或者受限因变量模型，Coelli(1998)[20]将其与DEA模型相结合，形成了DEA的两阶段

分析法。参考吴先华等(2016)[13]和何枫等(2016)[14]的研究结论，本文将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
归模型设定为：

TEi =αi + β1PGDPi + β2INDi + β3ERIi + β4FDIi + β5RDi + β6CARi + β7POPi + β8Di + εi （4）
其中，i表示城市；TE 表示通过Super-SBM模型测算得到的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值；α为截距项；β 为待

估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具体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经济规模(PGDP)，本文采用城市人均GDP的对数值来体现。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认为，居民收入提高会

增加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从而提高治理环境的意愿，加大治理环境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收入高的城市往

往使用清洁型能源也较多。因此，预期经济规模的扩大有益于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

产业结构(IND)，本文采用城市工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来表示。通常情况下，工业占GDP 比值越高，

工业污染越高，环境技术效率值越低。因此，预期产业结构对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ERI)，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地区污染物去除量、去除率

或者排污费收入等来表征这一变量，鉴于我国缺乏城市层面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地区排污费收入数据，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城市二氧化硫处理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集中处理率、烟(粉)尘处理率进行处理，

构造城市环境规制指数。一般而言，环境规制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因此，预期环境

规制的符号为正。

外资依存度(FDI)，本文采用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现有研究讨论了FDI对环境的

影响，有的研究认为FDI为东道主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溢出效应(彭水军和包群，2006[21]])，但也有研

究认为FDI可能带来污染产业向该地区的转移(冷艳丽等，2015[22])。因此，选取这一影响因素可以检验“污染

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城市的适用性。

技术创新(R&D)，本文采用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现有研究关于技术创新对环境技

术效率的影响结论并不统一，例如，曾贤刚(2011)[23]的研究发现其影响为负；而涂正革(2008)[24]则研究指出自

主研发和技术引进能够显著提高环境技术效率。因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对城市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

率是否有影响也需要进一步验证。

汽车保有量（CAR），现有研究已经证明，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大量汽车尾气的排放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空

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被认为是形成雾霾天气的元凶。鉴于我国缺乏城市层面的汽车保有量数据，本文采

用城市实有公共汽车营运车辆数与出租车辆数之和的对数值来近似代替城市的汽车保有量，预期该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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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符号为负。

地区特征，本文采用人口密度（POP）的对数值和地区虚拟变量(D)来表示。童玉芬和王莹莹（2014）研究

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环境压力越大，致使环境退化[25]。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参考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令地区虚拟变量为1时表示东部地区城市，为0时表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城市[26]，用以检验城市经济

发展程度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Super-SBM模型来测度城市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需要城市层面的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

产出数据。Kumar(2006)[27]指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通常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变量，而以实际 GDP作为产

出变量来进行技术效率评估。对于环境约束下的技术效率，现有研究通常选取温室气体或者工业三废作为

非期望产出，而本文以雾霾中的主要成分PM2.5为重点研究对象，将其作为非期望产出。同时，刘玉海和武

鹏(2011) [28]认为能源消费目前已成为衡量效率和生产率必要的投入指标之一；李海东等(2012) [29]认为水资源

也是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不可缺的要素，也应作为投入指标之一。

基于此，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分别为：(1)劳动投入(Labor)，用城市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2)资本投入

(Capital)，以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3)水资源投入(Water)，用城市供水总量来表示；(4)能源投入(Energy)，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共选取城市全社会用电量、天然气供气总量和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三种能源投入，并

使用相对应的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将其折算成万吨标准煤一种能源投入。对于产出指标，分别选取城市GDP
作为期望产出指标，选取城市年均PM2.5浓度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我国城市PM2.5的监测站基本上都位于市辖区，因此，无论是测度环境技术效率

的投入产出指标，还是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指标均选取市辖区的数据来表示。本文将研究时间段设定

为2016年，城市PM2.5年均浓度数据来源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2016年中国365个城市PM2.5浓
度排名》。其余所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鉴于有些城市的数据缺失较

严重，经过筛选与删除，最终确定研究对象为288座城市。研究城市地图分布及相对应的PM2.5年均浓度地

图分布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研究城市分布 图2 研究城市2016年年均PM2.5分布

如图1所示，288个研究城市基本上覆盖了我国所有人口、经济密集的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根据

2012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PM2.5年均浓度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即小于等于35μg/m3)才算达标，图2中的灰白色部分为2016年PM2.5年均浓度达标城市分布，仅有

66座城市，基本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北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分地区。2016年PM2.5年均浓度仍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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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达到了222座，占到了总研究样本的四分之三以上，可见我国城市PM2.5污染形势依旧严峻。且图2
中的深灰色及黑色部分为PM2.5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分布区域，基本上位于京津冀、山东西部和河南西北

部，这些地区的PM2.5治理问题较突出。本文所涉及所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所示。

表1 本文所涉及所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GDP(亿元)
PM2.5(μg/m3)
Labor(万人)
Capital(亿元)
Water(万吨)
Energy(万吨标准煤)
PGDP(万元)
IND(%)
ERI(指数)
FDI(%)
R&D(%)
CAR(辆)
POP(人/平方公里)
D(地区虚拟变量)

均值

1623.756
47.478
39.720

1033.883
17585.050

174.392
6.712

45.006
0.778
1.716
0.331

4955.601
805.181

东部城市D=1，87座城市；非东部城市D=0，201座城市

最小值

33.717
13.601
2.331

25.782
491.000

3.227
0.413

13.680
0.345
0.000
0.005

194.000
13.845

最大值

28178.650
95.299

791.520
14733.716

320385.000
3124.296

43.932
69.550
0.981

11.448
1.033

91172.000
3586.498

标准差

3376.790
15.995
79.080

1598.035
33850.300

321.051
4.020

10.597
0.132
2.071
0.441

8945.138
641.35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模型，本文采用MaxDEA 7.8 Ultra软件对 2016年我国 288座城市PM2.5
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在得到精确测算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总体、地区、区域和城市规模

四维角度对288座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

（一）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总体分析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PM2.5约束下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分布，本文将288座城市2016年的PM2.5年均

浓度与环境技术效率（TE）同时反映在图3中。此外，为了反映城市PM2.5年均浓度与TE之间的协调关系，

本文设定PM2.5、TE双达标型(PM2.5<35，TE≥1)，PM2.5达标、TE不达标型(PM2.5<35，TE<1)，PM2.5不达标、

GE达标型(PM2.5≥35，TE≥1)以及PM2.5、TE双不达标型(PM2.5≥35，TE<1)四种城市绿色增长类型，四种类型

城市的地图分布见图4。
如图3所示，大黑色圆圈标记部分为TE有效的城市，经统计仅有34座，而小黑色圆圈标记部分TE无效

的城市达到了254座，可见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着投入过多或产出不足的问题。其中，TE最高的城市为德

阳(2.412)、铜陵(2.151)、辽阳(2.051)、佛山(1.663)和通辽(1.480)，而TE最低的城市为宣城(0.555)、金华(0.555)、
临沂(0.559)、上饶(0.560)和莆田(0.563)。此外，由图3还可以发现，TE无效的城市基本上分布于所有的研究

区域，而TE有效的城市分布并不集中，呈分散的状态，且大黑色圆圈标记与灰白色区域相互重合的部分为

PM2.5年均浓度达标且TE有效的城市，仅有六座城市，分别为鄂尔多斯、榆林、汕尾、韶关、湛江和中山。

如图 4所示，标注颜色由浅入深分别表示PM2.5、TE双达标型城市(6座)，PM2.5达标、TE不达标型城市

(60座)，PM2.5不达标、TE达标型城市(28座)以及PM2.5、GE双不达标型城市(194座)的分布区域。PM2.5、TE
双不达标型城市占到了总样本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均面临着严重的PM2.5治
理和投入产出效率低下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28座城市虽然年均PM2.5
浓度不达标，但是实现了TE有效(图4浅灰色部分)，代表城市有北京、广州、呼和浩特、兰州、太原、包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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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佛山、桂林、洛阳、常州等，可见，这种类型的城市以大城市、省会城市为主，在TE测算的过程中，巨额的

期望产出(GDP)抵消掉了非期望产出(PM2.5)带来的负效应。

图3 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分布 图4 四种绿色增长类型城市分布

（二）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国务院先后颁布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①，以这一标准对288座城市进行划分，得到87座
东部城市、80座中部城市、87座西部城市以及34座东北城市，然后分别对东、中、西、东北部城市的PM2.5年
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取平均值，结果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东、中、西、东北地区城市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城市PM2.5年均浓度

47.585
56.283
41.885
40.800

城市环境技术效率

0.767
0.740
0.782
0.785

注：根据MaxDEA 7.8 Ultra软件计算结果整理所得，表3、表4同
从表2可以看出，东北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优状态，西部城市位列其次，而

中部城市这两项指标均处于较差状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图2所示，中

部地区是我国PM2.5年均浓度最高城市的聚集区；其次，东部产业向中部转移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经过改

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东部城市的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增长，环境规制强度也逐渐提高，东部城市中“高投

入、低产出、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要么淘汰，要么只能向要素价格低廉、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转移，

而中部城市就是优先选择；再次，东北地区是PM2.5达标城市最集中连片的区域，且国务院于2016年出台了

《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着力于全面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传统重污染工

业的优化升级。这些有利因素均导致了东北城市PM2.5约束下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

（三）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和其他区域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根据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2008年国务院下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以及2016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288座城市进行分类，得到京津冀城

市14座、珠三角城市14座、长三角城市26座、其他地区城市234座，然后分别对上述分类城市的PM2.5年均

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取平均值，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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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和其他地区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

区域

京津冀

珠三角

长三角

其他地区

城市PM2.5年均浓度

71.264
32.086
47.496
46.974

城市环境技术效率

0.710
0.936
0.808
0.754

从表3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优状态，京津冀城市的两项指

标均处于较差状态，长三角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虽然略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但是其环境技术效率远高于其

他地区和京津冀城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如下：首先，如图2所示，珠三角是PM2.5达标城市的另一

集中连片区域，且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格局是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推进格局，因此珠三

角和长三角城市可以利用先行改革获得先行发展优势，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城市，能够吸引大量

的优质生产要素向这些城市转移，带来增长效率的提升；其次，京津冀地区是我国PM2.5污染形式最严峻的

城市集聚区，且这一地区除了北京、天津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因此这一地区城市PM2.5年均浓度和环

境技术效率均处于较差状态。

（四）不同规模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根据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②对288座城市进行分类，得到Ⅱ型小

城市2座、Ⅰ型小城市41座、中等城市 90座、Ⅱ型大城市126座、Ⅰ型大城市16座、特大型城市9座、超大型

城市4座，然后分别对上述分类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取平均值，结果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规模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比较

城市规模

Ⅱ型小城市

Ⅰ型小城市

中等城市

Ⅱ型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特大型城市

超大型城市

城市PM2.5年均浓度

19.400
37.727
47.416
49.632
55.681
48.356
60.250

城市环境技术效率

0.666
0.719
0.802
0.750
0.797
0.766
0.862

由表4可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PM2.5年均浓度基本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而环境技术效率并没

有表现出这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在PM2.5年均浓度和环

境技术效率方面均优于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以及特大型城市，这一结果足以引发我们对较优城市规模

的关注，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

重负，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大城市病”。此外，超大型城

市仅有4座，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些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虽然最高，但是其环境技术效率却

处于较优状态，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均拥有巨额的期望产出(GDP)，抵消掉了非期望产出(PM2.5)带来

的负效应。

（五）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设定的Tobit回归模型(4)，本文采用计量分析软件 Stata15.0 对 Tobit模型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进行逐一回归，依次检验各影响因素对PM2.5约束下的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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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常数项

lnPGDP

IND

ERI

FDI

R&D

lnCAR

lnPOP

D
Log likelihood

Ⅰ
0.122
(0.387)
0.059***

(2.870)

1.844

Ⅱ
0.128
(0.406)
0.051***

(2.776)
-0.175*

(-1.771)

2.416

Ⅲ
0.185
(0.589)
0.062***

(2.905)
-0.174*

(-1.770)
0.219*

(1.720)

3.887

Ⅳ
0.098
(0.308)
0.070***

(2.930)
-0.160*

(-1.690)
0.183
(1.411)
-1.068
(-1.392)

4.852

Ⅴ
0.138
(0.430)
0.065***

(2.928)
-0.168*

(-1.740)
0.183
(1.414)
-1.210
(-1.558)
3.645
(1.070)

5.423

Ⅵ
0.129
(0.402)
0.057***

(2.778)
-0.208*

(-1.928)
0.193
(1.483)
-1.323
(-1.663)
3.461
(1.013)
-0.012*

(-1.746)

5.631

Ⅶ
0.158
(0481)
0.056***

(2.769)
-0.226*

(-1.967)
0.179
(1.327)
-1.311
(-1.648)
3.424
(1.002)
-0.015*

(-1.752)
-0.010***

(-2.612)
0.009**

(2.258)
5.71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以及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括号中的值为 t值
经济规模（lnPGDP）。衡量经济规模的变量为城市人均GDP，在7个模型中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

一结果表明，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对周围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加大了政府

治理雾霾的压力的力度，从而提升了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这一结果与前文的预测一致，也与雷明和虞晓

雯(2013)[30]以及何枫等(2016)[14]的研究结论一致。

产业结构(IND)。本文以城市工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来表示，7个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10%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工业经济占比越高，城市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越低。何枫等

(2016)[14]也证实工业经济比重越高，雾霾天数将会显著增加。同时，工业经济比重越高，制造业、电力及建筑

业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越大，从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可吸入颗粒物越

多，这些非期望产出都会抑制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

展第三产业是降低工业化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

环境规制(ERI)。本文以污染物去除率构造城市环境规制指数，其系数均为正，且仅在模型Ⅲ中在10%
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污染物去除率的提升对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主

要原因可能为：污染物的去除属于末端治理，清洁生产技术和集中控制设施的缺乏，使其并没有从源头上解

决雾霾污染问题，并不能有效地改善雾霾污染和提升环境技术效率，采取污染税或市场化排污权交易等紧

急措施可能更为有效[14]。

外资依存度(FDI)。FDI与GDP比值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与王兵等(2010)[2]
和何枫等(2016)[14]的显著正效应，以及涂正革(2008)[24]的显著负效应的研究结论均不一致，但上述文献均选取

工业部门或省级层面为研究对象，在城市层面，外资依存度的提升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先进管理和技术溢出

效应，同时，“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城市水平并不适用。

技术创新(R&D)。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何枫等(2016)[1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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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不一致。这一结果说明，城市科学技术支出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提升城市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

术效率，即技术创新对于治理雾霾污染的效果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城市科学技术支出主要来自于政府

科技政策和资金支持，融资市场不完善，技术资金来源和渠道受限，投入比例太小，且其投入研发的技术并

往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或者雾霾治理并不符合，因而对雾霾约束下的环境技术效率影响并不显著。

汽车保有量（InCAR）。由于缺乏城市层面的汽车保有量数据，本文以采用城市实有公共汽车营运车辆

数与出租车辆数之和来近似代替这一影响因素，如表5所示，其符号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PM2.5不
仅来自直接排放的一次污染颗粒，还来自二次生成的细颗粒物，而汽车尾气中包含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等一次颗粒物在大气中反应后能够产生大量的二次颗粒物，是城市PM2.5的重要来源之一。近年来，我国

汽车保有量均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国内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2亿辆。因此，控制燃油汽车数

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我国城市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地区特征。人口密度(lnPOP)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地区虚拟变量(D)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上文已经证实，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座超大型城市，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在

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两项指标上均显著低于中等城市，可见，人口密度的提升对环境压力带来负

向效应，适度规模的中等城市才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优先方向。城市地理位置因素显著提升了环境技术效

率，这说明经济发展较早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在资金、人才、基础实施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这些优势促进了

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引进雾霾这一新的非期望产出，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16年我国288座城市的环境技术效

率，并从城市总体、地区、区域和城市规模四维角度对 288座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然

后，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雾霾约束下城市总体环境技

术效率水平不高，有效城市仅有34座，无效城市达到了254座；东北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

均处于较优状态，西部城市位列其次，而中部城市这两项指标均处于较差状态；珠三角城市的PM2.5年均浓

度和环境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优状态，京津冀城市的两项指标均处于较差状态，长三角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

虽然略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但是其环境技术效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和京津冀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
万以下的中等城市在PM2.5年均浓度和环境技术效率方面均优于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以及特大型城市，

超大型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虽然最高，但是其环境技术效率却处于较优状态。(2)工业生产总值与GDP之

比、汽车保有量以及人口密度对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及城

市所处的地区越发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污染物去除率、FDI与GDP比值以及城市科

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对雾霾约束下城市环境技术效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我国城市中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生

产方式仍然大范围存在，因此，要解决城市雾霾问题，必须彻底改变这一生产方式，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的新型工业化生产方式；（2）各地区政府应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在治理雾霾技术方面的研发投

资，立足自身环保标准，研发与自身相适应的雾霾治理技术，以有效地治理雾霾从而提升环境技术效率；（3）
各地区政府应该完善雾霾治理相关政策，提高环境标准，构建以排污权交易、污染许可证、生态补偿机制等

手段为主的市场机制，实现源头把关、过程控制和污染治理多重模式共存的环境规制政策，达到雾霾治理、

提升环境技术效率的目的；（4）各地区政府应继续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发展绿色制造业，降低重工业比重；

（5）应该以发展50万~1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为主，尽量避免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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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山西省、安徽省、江

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

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②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51号》规定，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

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

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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