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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湖北省1986－2019年的数据，建立VAR模型分析其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冲击效

果。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产业

结构高级化是碳排放的单向Granger原因，出口依存度和碳排放互为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去

值可能存在干扰因素不能很好地帮助预测碳排放的未来值，但方差分析显示二者对碳排放的贡献率较大；产业结构合理

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长期看均抑制碳排放，具体影响则存在差异，碳排放量自身存在较大带

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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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控制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

体。我国于2020年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由此碳交易体系和

全国碳市场作为一种用最小社会成本实现“碳中和”的市场化手段受到广泛关注。2011年我国开始在包括

北京、上海、湖北在内的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①，湖北碳市场无论从成交量还是成交额来看，都表现

出强劲优势，成为全国最活跃的碳市场。与此同时，碳市场的发展也倒逼湖北省采取持续优化能源消费结

构、加快产业低碳转型、稳步复苏投资消费等措施节能减排，目前减排成效显著。湖北省有着产业结构偏重

工业、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等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着湖北省未来的碳排放总

量仍存在上移趋势。因此，探索中部大省湖北省节能减排的“密码”对于推动全国减排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有许多学者着眼于经济飞速发展过程对碳排放的影响，其目的均为寻求实现碳减排的方式或途

径。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层面或我国东部地区，且存在数据时间跨度较小、缺乏一

定的统计检验基础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

素。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中部大省湖北省1986－2019年相关数据，主要从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两大方

面探讨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通过VAR模型说明各指标间的动态协整关系、冲击效应及平均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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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以期为完善和发展碳减排路径的相关研究提供补充和有益参考，同时希望为湖北省乃至全国实现“碳

达峰”及“碳中和”提供有效建议及数据支持。

文章后续结构安排如下：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提出创新之处；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并构建VAR模型，实

证检验并分析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及冲击效果；最后是结论与对策。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已有若干文献围绕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广泛研究，本文根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

的不同可加以分类。

研究对象方面，大多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

贸易、技术进步等方面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进行特定因素或多因素分析，其中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基础和

决定性作用最先受到关注[1]。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有学者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碳排放呈现

倒“U”型关系[2~3]，但也有学者未能检验确认此观点，甚至得出相反观点[4]。以能源消费为关键词的研究较为

丰富，具体包括能源消费强度、结构和总量方面，大部分学者通过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证明能源消费强

度及结构与碳排放存在因果关系，并呈现正向驱动的效果[5~6]，探索能源使用绿色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7]。但

也有学者追踪溯源，得出碳排放量增加的本质并非能源消费，而是经济增长[8]。对于城市化水平是否促进碳

排放也存在促进、抑制和无关系的不同观点[9]。围绕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的研究，除了从产业结构整体上进

行分析[10]，还有从各具体产业进行深入探究，如农业[11]、工业[12]、服务业[13]、物流业[14]、旅游业[15]等。关于外商直

接投资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看法，依据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一部分学者认为FDI有“碳光环”效应及技术溢出效

应，抑制碳排放[1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FDI形成“污染避难所”，助力碳排放[17]。包括进口[18]和出口[19]的对外贸

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性也存在争议。此外，伴随各种先进技术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出现了关于技术进

步[20]、技术创新水平[21]等不同主题的研究。整理发现，许多文献的深度和广度还在继续延伸，但对某一因素

是增加还是减少碳排放的已有研究结论仍大相径庭，且在对多个因素进行分析时，并未对多个因素建立统

一的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方面，有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大小[22]；有应用指数分解法[23]、LDMI因素分

解法[24]验证各因素的影响；有使用STIRPAT模型进行研究[25]。此外，相关文献还有使用Tapio脱钩模型[26]、非

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27]等实证方法。总体上，研究方法随着数据指标、计量模型、统计方法越来越丰富，能

用直观的数据提供证据和说明研究结论，但一些方法也可能存在着客观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例如只能解释

变量间的单向影响而非相互作用、为不完整的体制和统计制度的信息寻找替代指标、数据结果的解释信度

和效度较差等。

研究范围方面，有以世界多国为范围，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28]；有以两个或多个国家间的往来为切入点

进行相关研究[29~30]；有立足我国国内，根据我国实际进行具体分析[31]；还有聚焦于城市群或单独城市进行相关

研究[32]。总体上，研究范围较广，但也存在以全球层面、国家层面和东部发达地区层面研究居多，其他层次或

层面研究尚有不足的现象。

综上所述，对已有的影响碳排放因素的文献从研究对象、方法和范围的角度来看，虽然丰富，但也存在

差异。有关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国家、经济发达地区和劳动力集中地区，时间跨度较小，且多为具体的影响因

素分析，在建立一定的理论框架、统计检验基础以及各因素间的关系的描述上有所欠缺。鉴于此，本文以我

国中部大省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阐述，继而基于较大时间跨度的统计数

据，运用可分析变量间相互作用的VAR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以及长期的动态关系，具有良好的理

论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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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指标说明与处理

本文从动态的视角，考虑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对碳排放变动及趋势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方式通过消费、出口和投资共同组合反映。因此，在模型的指标选取方

面，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TL）、产业结构高级化（TS）、出口依存度（ETR）和外商直接投资情况（FDI ）为

变量，为突出主要变量的直接影响，不再单独将经济、人口等作为变量加入，采用联立多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相关经济变量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和冲击效应。本文使用1986－2019年湖北省的有关数据②，为消除时

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1.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常用于评估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耦合程度。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化的标准

主要是各产业间能否通过其内部相互作用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和最大的经济效益。目前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衡量方法包括需求判断法、结构效果法等。本文综合学者的研究思路[33]，选取Theil指数（TL）作为经济

变量，并以其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进行分析说明，该指数不仅常用于研究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可

以用于度量产业合理化，好处在于既考虑了各产业部门的权重，又避免了传统的结构偏离系数需要处理绝

对值的复杂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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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L 、n 、i 分别为生产总值、从业人员、产业数、产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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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为产出结构，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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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效率。若

Theil指数等于零，说明经济达到均衡水平，产业结构最佳；反之，则说明经济未达到均衡水平，产业结构不合

理，资源配置不恰当，且该指数的绝对值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成反比。

2.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是对产业层次由相对低级转向相对高级的动态优化过程。有关文献常根据克

拉克定理，以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比总产值来评价高级化程度。然而，“经济服务化”和信息技术的产生极

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崛起，导致各产业部门增长幅度有所变化，进而造成产业结构的演变，若依旧采用此方

法，就不能证明是否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更大，继而不能准确得出产业结

构是否高级化的结论。根据各研究方法的特点，结合各产业产出结构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来反映高

级化更准确，因此本文选取各产业产出结构与生产效率的乘积之和来代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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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L 、n 、i 分别为生产总值、从业人员、产业数、产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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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分别为第 i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

的比重、第 i 产业产值与从业人员之比，按照1986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调整。该比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

级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受第三产业的影响越大；该比值变化率越大，说明第三产业成为经济活动中心的进

程加快。

3. 出口依存度

根据外部性理论可知，控制碳排放量的方式可以是通过行政命令或经济手段将其内部化，因此出口贸

易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结合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污染天堂假说等国际贸易有关理论，出口贸易对碳排

放的影响是多途径的，且在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首先，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时，经济体会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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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拉动经济而造成的日益增加的碳排放量，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环保意识和环境规制将降低出

口生产环节的污染排放。其次，当经济体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为主时，根据工业产业能耗高、污

染大的特点，出口贸易增加了碳排放。随着技术水平提升，出口贸易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降低了碳排放。

因此，本文采用湖北省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与当年本省GDP的比值表示出口依存度（ETR），以此度量出口开

放水平。为消除汇率的影响，在计算时按照当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将出口总额的单位换算为人民币。

4. 外商直接投资

依据技术溢出理论，FDI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的改进、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增强环保意识，继而改善环

境。结合污染天堂假说等理论和进出口贸易的特点，技术水平越高的经济体越容易吸收国外的环保技术外

溢，从而减少碳排放，甚至产生“马太效应”。另外，外资企业进入本国后能带来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先进的科

学环保技术，本土企业在吸收资金和技术之后，能源使用率上升，能源浪费水平降低。因此，本文用湖北省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当年本省GDP的比值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FDI ）。为消除汇率的影

响，在计算时按照当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将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单位换算为人民币。

5. 碳排放量

碳排放来源于能源、工业生产、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废弃物等，主要来源是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世界上

大多数经济体的能源消耗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因此，碳排放主要指化石燃烧消耗、生物质燃烧等引起的排

放。我国目前统计机构暂无碳排放量的官方统计，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挂钩，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上

升，因此本文参照常用测算方法[34]、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指南》和2011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的计算方法，采用经济活动水平与碳排放因子的乘积进行碳排放量的测算，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计算主

要基于燃料的燃烧总量和燃料中平均碳含量，具体表现为各种能耗引起的碳排放估算加总：

CB =∑
i = 1

n

Ei× δi （3）
其中，Ei 和 δi 分别为第 i 种能源的消耗量和碳排放系数③。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最后，

基于前文所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紧密关系，本文以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来衡量碳排放水平（TCB），具体

为 CB 与当年本省GDP的比值。

表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燃料类型

原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单位热值含碳率（kgC/GJ）
26.37
29.42
20.08
18.90
19.60
20.20
21.10
15.32

碳氧化率（%）

94
93
98
98
98
98
98
99

平均低位发热量

20908KJ/kg
28435KJ/kg
41816KJ/kg
43070KJ/kg
43070KJ/kg
42652KJ/kg
41816KJ/kg
38931KJ/m3

碳排放系数

0.518263
0.777999
0.822872
0.797743
0.827289
0.844339
0.864671
0.590459

资料来源：2011年5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综上可得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和 ln TCB 的时间序列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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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和 ln TCB 的时间序列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阐明湖北省碳排放受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升级影响的基础上，重点解析具体影响及差异，

因此构建VAR模型。VAR模型依据变量的不同统计特征，将系统中的各个内生变量表示为所有内生变量滞

后值和外生变量的函数，旨在对多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的动态关系给出量化的分析，不局限

于估计参数的解释，跳出基本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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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t , (t = 1,2,…,T) （4）

其中，ln TCB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分别为碳排放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出

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经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数据，T 为样本个数，φ为常数，α1, α2 ,…,αn 分别为各项

的回归系数，n 为滞后期数，εt 为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

建模分析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有一个恰当的判断，通过时序图、自相关图以及正规的统计检

验对序列平稳性进行可靠的判断，是后续进一步研究的基础，ADF单位根检验就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

一种经典方法。本文对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以及 ln TCB 数据分别进行ADF检验，如表2所示。

表2 单位根检验

变量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ln TCB

∆ ln TL

∆ ln TS

∆ ln ETR

∆ ln FDI

∆ ln TCB

检验类型

( )C,0,1

( )C,T,1

( )C,0,0

( )C,0,0

( )C,T,1

( )0,0,0

( )C,0,0

( )0,0,0

( )0,0,0

( )C,0,0

ADF值

-1.936398
-2.738242
-2.911957
-2.779572
-1.821741
-4.141358
-4.612960
-7.020594
-2.779379
-5.667768

1%临界值

-3.653730
-4.273277
-3.646362
-3.646362
-4.273277
-2.639210
-3.653730
-2.639210
-2.639210
-3.653730

5%临界值

-2.957110
-3.557759
-2.954021
-2.954021
-3.557759
-1.951687
-2.957110
-1.951687
-1.951687
-2.957110

10%临界值

-2.617434
-3.212361
-2.615817
-2.615817
-3.212361
-1.610579
-2.617434
-1.610579
-1.610579
-2.617434

结论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注：∆表示一阶差分；***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序列不平稳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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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验结果，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和 ln TCB 的统计量未小于5%临界值，故不拒绝存在单位

根，也就认为变量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再根据各序列的一阶差分的统计量均小于5%临界值可知，各序列的

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都为一阶单整序列，故可初步认为变量之间有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接下来利用协

整检验进行进一步确认。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用于判断由非平稳序列组成的线性组合内部是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目的是防止产生

伪回归。本文选择 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检验之前需先明确最优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会对模型估计

参数的有效性、模型的动态特征产生影响，通常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并用LR检验进行辅助弃取，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滞后阶数检验

Lag
0
1
2
3

LogL
-31.48476
174.1776
212.9667
273.7897

LR

331.7136
50.05037
58.86100*

FRE
7.24e-06
6.44e-11
3.03e-11
4.43e-12*

AIC
2.353856
-9.301783
-10.19140
-12.50256*

SC
2.585144
-7.914054
-7.647228
-8.801950*

HQ
2.429250
-8.849418
-9.362062
-11.29625*

注：*指该准则下选定的滞后阶数。

依据检验结果，LR、FPE、AIC、HQ、SC均显示滞后阶数为3，故选择最优滞后阶数3阶。接下来对变量之

间进行 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4所示。

表4 Johansen协整检验

零假设协整向量的数目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At most 3*
At most 4

特征值

0.904293
0.785026
0.713190
0.445258
0.285021

迹统计量

187.7793
115.0388
67.38438
28.66739
10.40057

5%临界值

88.80380
63.87610
42.91525
25.87211
12.51798

概率

0.0000
0.0000
0.0000
0.0219
0.1101

注：*代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通过表4中迹检验结果，并结合最大特征根检验可知，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和 ln TCB 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下至多有4个协整关系，即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各变量间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所有在此基础上

构建出来的VAR模型才具备现实意义。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明确了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还需继续验证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和 ln TCB 之

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内涵是查验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是否能被某个变量的过去

信息（滞后值）预测，若其中某一变量遭受其余变量的滞后值影响，那么通常就称其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因

此本文实施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 5可得，只是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出发来看，对 ln TL 、ln FDI 不是 ln TCB 的Granger原因的原

假设均被接受，ln TS 、ln ETR 不是 ln TCB 的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相伴概率分别为 0.0567和

0.0627，ln TCB 不是 ln ETR 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则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碳排放的单向Granger原
因，出口依存度是碳排放的双向Granger原因；另外，依据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四者间的关系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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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ln T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CB

ln TC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L

ln T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CB

ln TC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S

ln E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CB

ln TC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ETR

ln 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CB

ln TC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FDI

ln T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L

ln T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S

ln 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L

ln T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FDI

ln E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L

ln T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ETR

ln 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S

ln T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FDI

ln T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ETR

ln E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TS

ln 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ETR

ln E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FDI

F统计值

1.53026
0.42584
2.88273
0.46519
2.78372
2.94772
0.16845
1.76816
1.76032
0.00351
12.5803
3.02202
0.30933
1.25944
10.2288
6.62821
0.14465
0.53464
2.51089
0.14243

P值

0.2322
0.7363
0.0567
0.7093
0.0627
0.0531
0.9166
0.1801
0.1816
0.9997
4e-05
0.0493
0.8184
0.3106
0.0002
0.0020
0.9321
0.6630
0.0827
0.9335

注：P值小于0.1则拒绝原假设。

果，还可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互为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是出

口依存度的单向Granger原因。

然而，仅依据上述因果检验结果并不能就此认为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出口依存度对碳排放产生作

用。首先，该结果只是表示当滞后3阶时，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必然反映更长时间下的情况。其次，

各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错综复杂，两种指标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反映时，可能是由于存在通过其他指标产

生间接作用或短期内正负作用相抵消的情形。因此，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只是说明，在某期限内，一项

指标的过去值不能很好地帮助预测另一项指标的未来值，并不表示二者是毫无关联的。

（四）VAR模型的建立

1. 模型稳定性检验

依据前文，本文建立VAR（3）模型，系数矩阵的估计结果如下：

ln TCB = -10.55 + 0.18 ln TCBt - 1 - 0.10 ln TCBt - 2 - 0.09 ln TCBt - 3 + 0.15 ln TLt - 1 - 0.41 ln TLt - 2 +

0.66 ln TLt - 3 + 0.44 ln TSt - 1 + 0.38 ln TSt - 2 - 1.81 ln TSt - 3 + 0.04 ln ETRt - 1 - 0.20 ln ETRt - 2 -

0.12 ln ETRt - 3 - 0.17 ln FDIt - 1 - 0.06 ln FDIt - 2 + 0.06 ln FDIt - 3 ,(t = 1,2,…,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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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VAR模型而言，系数的显著性对分析结果影响较小，相比于显著性，应更关注其平稳性，只有

基于稳定的VAR模型，后续得到的脉冲响应结果才是有效的，因此本文运用AR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单位圆来

进行稳定性检验，根据图形，若这组特征根的倒数均被纳入单位圆里，则模型是稳定的，结果如图2所示。由

图2中的点均被包括在单位圆内可知，本文模型是稳定的，接下来开始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也是合

理的。

图2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2.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IRF）反映了当VAR模型中某个变量受到“外生冲击”时，模型中其他变量受到的动态影

响。VAR模型就是通过这些动态变化画出的脉冲响应图形来刻画这种影响。本文选取冲击持续期限为15
期，以便更好地观察冲击效果。碳排放的脉冲响应图如图3~7所示，其纵坐标表示 ln TCB 的响应数值，横坐

标表示期数。

图3 ln TCB 对 ln TL 的脉冲响应 图4 ln TCB 对 ln TS 的脉冲响应

图5 ln TCB 对 ln ETR 的脉冲响应 图6 ln TCB 对 ln FDI 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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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ln TCB 对 ln TCB 的脉冲响应

由图3可知，湖北省碳排放量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为先正后负，正向冲击在滞后2期达到峰值后，

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滑趋势，在滞后5期达到0，后期始终保持缓慢下滑，具有较长的记忆，最终响应程度为

负向。可见，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初期增加了碳排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发展初期，处于探索

产业间合理分配资源阶段，工业部门等高碳排放部门以态势迅猛带动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急剧增加，碳排放

量显著增多。之后各产业结构经过优化调整、资源通过合理配置，碳减排效果明显。而后冲击减小至负值，

并以缓慢速度继续减小，原因可能是其他产业逐渐发展成熟、适者生存，多余的资源转移至服务业，另一方

面社会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环保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区域GDP减缓等促使碳减排。但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

规划、人口数量的增多、从业方式的改变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提速会促使新一轮的碳排放。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错综复杂，从而影响Theil指数，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减排的效果。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来看，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在早期发展阶段，传统产业导

致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随后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人才大量涌入、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科教事业兴盛等积极

因素的作用，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的情况得以缓解。目前随着“城市群及中心城市将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载

体”和“城市群对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概念的提出，湖北省肩负的碳减排压力日益增大。

由图4可知，湖北省碳排放量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冲击，中期稍有波动表现为“U”型态势，当第三

产业比重增长时，在达到 0的滞后 4~5期的前后为极大值，冲击效果波动较大，随后此效应慢慢削弱，最终

在0附近浮动。这种冲击说明在发展伊始，易产出温室气体的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第三产业占比小，碳排放强

度大；而后，随着低级产业慢慢转向技术型等高级产业，同时第一、二产业逐步向高产低耗、优胜劣汰的方

向发展，此阶段碳减排效果显著；发展中后期，随着形式多样的第三产业的涨幅，带动新一轮经济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约束碳排放的力量减弱，甚至可能“破坏性”增强碳排放强度，这说明产业

结构高级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磨合与优化的过程。随着产业的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等各项程度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碳排放的综合约束效果在 0附近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现阶段，

湖北省基于拥有航运、外贸和研发等优势，日益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佳平台。而面向国内，在长江

经济带的国家战略、由沿海向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我国经济结构雁阵模式升级等因素的带动下，湖北

省高新区数量增多、高附加值产业产值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顺利推进，对碳排放量影响平稳、方向合理。

由图5可知，湖北省碳排放量受出口依存度的冲击为先正后负，在滞后2期正效应达到极大值，而后正

效应慢慢减弱，在滞后4期等于0，并持续小于0，最终响应呈现为负向的较稳定状态。可见，发展初期出口

贸易增加了碳排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发展初期国际分工地位较低，出口结构单一且污染

严重的低端产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规制不完善，出口生产环节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环保，污染排放

多。发展中期，通过更为严格的进出口管制和生产技术的提升，出口贸易开始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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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国家更加注重出口贸易的质量，同时规范进口贸易，排斥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初级产品，并通过增加

进口和对外投资的方式向外转移污染产业，以促进碳减排。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发展，兼顾经济

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始终有一定波动。实际情况中，在进出

口商品结构上，湖北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群的重要节点，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进出口贸易环节

上，湖北省有保税物流中心等国际贸易运作平台。近几年，借助税务政策、技术进步等的助力，湖北省进出

口贸易健康发展，民营企业成为外贸支柱，新贸易业态朝气蓬勃，农产品出口强势增长，文化出口基地优先

建成，在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下湖北省外贸仍逆风增长。

由图6可知，湖北省碳排放量受到外商直接投资持续的较强负向冲击，即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大幅减少

碳排放。图谱显示在滞后2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有所回升，6期之后，在0以下有持续起伏状态，但整体

来看波动幅度不大。之所以有较强的负向冲击，可能是外资在进入我国市场时携来了先进的节能减排理念

和技术。趋势线波动是区域进出口贸易量持续扩大与碳排放压力博弈的结果。但总体上，我国凭借良好的

环保合作机制、高效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独特的竞争优势以及国际话语权等优势，寻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间的动态均衡。湖北省的运输条件、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均吸引大量外资涌入，外商直接

投资对湖北省的碳减排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效应。

由图7可知，湖北省碳排放量受本身的冲击呈明显良好效应，在滞后4期达到0，此后一直呈现较大负向

影响，并趋向稳定。这说明碳排放量自身存在带动效应，且效果明显。探究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运

营情况可看到，以碳市场倒逼减排，活跃的“碳交易”极大带动当地污染行业的节能环保技术改造，在不断的

磨合与探索中，湖北企业既累积了丰富的碳资产管理经验，又寻找出了运用碳交易工具实现低成本节能减

排的路径。

3.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和重要性的体现，本文主要对 ln TCB 进行方差

分解，分析 ln TL 、ln TS 、ln ETR 、ln FDI 对 ln TCB 的影响，如图8所示。

图8 ln TCB 的方差分解结果

依据图8纵坐标显示的平均贡献率可得，对碳排放的冲击自滞后10期起由大到小分别是碳排放本身、

产业结构合理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出口依存度，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率稳中上升，这

与脉冲响应图有一致之处，说明对湖北省而言，活跃的“碳交易”、合理的产业结构、外资引进的低碳技术等

对碳减排效果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力略大于出口依存度，但三者也有齐头

并进的趋势，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国内小循环的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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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文通过VAR模型及其动态协整关系、冲击效应和平均贡献率分析了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对湖北省碳

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构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依存度、

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2）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碳排放

的单向Granger原因，碳排放与出口依存度是双向Granger原因，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依存度能帮助预

测碳排放的未来值。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互为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

资是出口依存度的单向Granger原因，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外商

直接投资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可能是因为中间有其他指标产生间接影响或某段时期内正负作用相

抵消，但不能说明两者毫无关联。此外，一定程度上碳排放倒逼了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3）脉冲响应

分析结果刻画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和碳排放本身的冲击因素对

碳排放的动态影响，且各项结果与湖北省实际情况均较为符合。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有先正向后负向

的冲击，中后期呈现持续缓慢下滑态势，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初期调整后保持连续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并

且稳中有降，也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有较大优化潜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冲击为正向，并表现

为“U”型趋势的大幅波动，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初期增加碳排放，中期对碳排放的冲击起伏不定，可能导致

碳排放“创造性”减少或“破坏性”增加，后期对碳排放的约束效果保持较稳定状态，最终在0值附近浮动，说

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个长期演变过程。出口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为先小幅正向后大幅负向，在负向范围

内呈小幅波动但总体持续稳定，说明虽有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但提升进出口环节的环境管制

和贸易质量对碳排放总体起着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呈现持续较强的负向冲击，说明外商直接

投资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在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同时降低了碳排放强度。碳排放量自身存在较大

带动效应，短期内效果明显。（4）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的贡献率稳中有升，外商

直接投资、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略大于出口依存度，但三者趋于齐头并进。

（二）对策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对碳减排对策进行如下讨论：（1）充分改善湖北省产业结构，发挥产业结构对促进

碳减排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在扩大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演变高级化。优化第一、二产

业经济结构，尽管目前产业部门生产效率日益提升，但是资源利用率、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化水平还有待加

强，可借助优越的地理交通优势以及资源禀赋进行完善。此外，充分利用国家和区域政策实现第三产业高

质量发展，着眼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及发展的质量，从遵循市场原则、提升效率和关注公平性的角度出发合

理调整产业结构。目前湖北省服务业发展势头喜人且潜力巨大，同时带动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在此基

础上应协调融合“农旅养”，突破性地发展健康产业，积极争取第三产业能反哺第一、二产业。（2）继续扩大湖

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利用进出口的发展模式推动碳减排。湖北对外开放体系及平台正加速完善，“走出

去”蹄疾步稳。与此同时，也应密切关注国外的环保技术及管理的发展，加强与其合作，一方面要阻止引入

高污染企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来降低碳排放。（3）从能源使用的源头控制碳排

放，提倡湖北省能源使用绿色化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一方面，由于湖北省短期内大量的煤炭消费仍不

可避免，因此应积极变更用煤方式，从严把关煤炭质量，逐步缩紧高灰、劣质煤炭的市场，推动优质煤炭的高

效利用；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传统能源消费，目前，湖北省水电资源富饶但开发利用度临近饱和，生物质能

和内陆核电应用范围不广，由此，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妥善安置移民的先决条件下，可以逐步推进剩余水电资

源的开发、适时开启核电项目建设、积极鼓励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的广泛应用。（4）充分发挥碳排放的倒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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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碳市场”为契机，促进湖北省能耗、碳排放量“双控”，企业通过衡量买碳配额和自身节能减排两者哪

个收益更大来积极改造节能环保技术，积累丰富的碳资产管理经验，以及通过减排来减少购买配额支出，甚

至出售用不完的配额来获得额外收益。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

② 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1987－202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87－2020）》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7－2020）》。
③ 碳排放量系数=单位热值含碳率×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M]. Paris：OECD，1995.
[2] Selden T M ，D So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2）：147-162.
[3] 邹秀萍，陈劭锋，宁淼，刘扬.中国省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9，（3）：34-37.
[4] Tian X ，Chang M ，Shi F，et al. How doe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mpac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cusing on Nine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14，（37）：243-254.
[5] 王锋，吴丽华，杨超.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0，45（2）：123-136.
[6] Zhang Y ，Zhang J ，Yang Z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hina's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and Potential Mitigation Strategies[J]. Energy Policy，2011，39（12）：7712-7718.
[7] 王帅.中国能源使用绿色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软科学，2020，34（10）：7-11+24.
[8]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158-161.
[9] Usama，Al-mulali，Che，et al. Exploring the Bi-directional Long 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J]. Energy，2012，46（1）：156-167.
[10] 张伟，朱启贵，高辉.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体系低碳化发展[J].经济研究，2016，51（12）：62-75.
[11] 黄锐，周玉玺，周霞.山东省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特征与趋势演进[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57-

63+73.
[12] 王惠，卞艺杰，王树乔.出口贸易、工业碳排放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1）：3-19.
[13] 王凯，李娟，唐宇凌，等. 中国服务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5）：21-28.
[14] 包耀东，李晏墅，张世忠.长三角区域物流业碳排放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生态经济，2020，36（11）：25-31+53.
[15] 马继，谢霞，秦放鸣.旅游经济、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6）：99-103.
[16] 李子豪，刘辉煌.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27-33.
[17] 牛海霞，胡佳雨.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性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5）：100-109.
[18] 李真.进口真实碳福利视角下的中国贸易碳减排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4，（12）：18-30.
[19] 孟凡鑫，苏美蓉，胡元超，夏昕鸣，杨志峰.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29（4）：18-26.
[20] 杨信钩，刘思源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7，（11）：

112-120.
[21] 冯梅，杨桑，郑紫夫.碳排放影响因素的VAR模型分析——基于北京市数据[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5）：78-81.
[22] 熊萍萍，曹书人，杨卓.华东地区碳排放量灰色关联度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1）：36-44.
[23] 张济建，刘清，丁绪辉.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研究——基于SE-DEA-Malmquist指数[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6）：1-10.
[24] 朱桃杏，顼玉卿，暴斌硕.区域物流发展特征和效率解析——基于碳排放和LMDI方法的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6）：104-108.
[25] 姜博，马胜利.区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以东北三省为例[J].企业经济，2020，39（11）：122-131.
[26] 齐绍洲，林屾，王班班.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

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5）：59-66.

易 欣，牛 君：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101



2022年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20卷 第2期

[27] 原嫄，席强敏，孙铁山，李国平.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多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16，35（1）：

82-94.
[28] 戴鋆，李晖.全球价值链碳减排的门槛效应分析——以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为例[J].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4

（3）：118-125.
[29] 杨桔，祁春节.“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135-144.
[30] 胡剑波，郑维丹，韩君.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

究，2021，36（1）：33-48.
[31] 吕康娟，何云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

济，2021，37（1）：13-20.
[32] 李之梦，钱志权.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J].生态经济，

2021，37（2）：35-40.
[33]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5）：4-16+31.
[34] 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4（4）：41-55.

（责任编辑：颜 莉）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