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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考察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具体影响是深入推
进节能降耗、实现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作者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
２８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模型分地区考
察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能源
强度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是节能降耗的有效机制；

（２）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异质性，能
源价格影响程度表现为东北最大，西部与中部次之，东部最小；技术进步影

响程度表现为西部最大，中部与东北次之，东部最小；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能

源价格机制信号紊乱；（３）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是发挥能源
价格的杠杆作用进而缓解我国目前高能源强度困境的重要举措；（４）中国
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阶梯式跃进，且以双结构为标准

的城市分类具有显著的地域集聚特征，省会城市与直辖市在经济能源发展方

面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关键词　能源强度　驱动因素　能源价格　技术进步　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６；Ｆ１２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８５１Ｘ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０６９－２４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学者资助项目 “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与政

府监管”（批准号：ＸＪ２０２０００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面向国家能源安全的智慧能源创新模式与政策

协同机制研究”（批准号：１９ＺＤＡ０８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递增阶梯定价的政策评估与优化

设计研究”（批准号：７１６０３２１８）；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重庆粮食能源安全研

究”（批准号：２０２０ＺＤＪＪ０２）；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研究课题 “重庆市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 （批准号：

ＦＧＷＸＳＷ２０２０－１－９）。

【作者简介】冯永晟 （１９８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０６；张娅

（１９９７－），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４００７１５；刘自敏 （１９８１－），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邮政编码：４００７１５。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９６



一、研究问题及背景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支撑。能源强度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Ｉ）作为反映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的
重要指标，可反映能源转型的最终成果。中国政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 “能

源革命”的战略思想，在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中提到，２０２０
年能源强度要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５％，２０３０年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根据图１，中国
经济产出同比增长率以２０１１年为节点开始总体处于下行态势，而能源消费增长率却
总体持续走高，能源强度下降程度总体降低，削弱了经济产出的优势。由此，要想在

“２０３０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约束下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
性与绿色性增长，就必须走 “中国模式”的能源转型道路，通过动力变革、加快科

技创新等方式优化能源结构，实现高碳向低碳转变、低密度向高密度发展，以及新能

源与传统能源的有机多元结合，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

图１　中国产出、能源消费与能源强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ＧＤＰ、能源消费量等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实现能源精细化、绿色化消费，是实现节能降耗进而推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９》显示，２０１８年中
国能源消费增长３１％，连续１７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从供给侧来
看，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９年数据，２０１８年能源生产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８１２％，
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１８８％。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
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能源需求，能源消费总量４６４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３３％。
为改变中国目前的能源供需现状，即使能源结构正逐渐由 “煤炭为主向多元化协同”

转变，形成多种能源相互补充的能源供给体系，可通过价格机制与节能技术进步等形

成能源均衡优化配置进而有效地降低能源强度。因此，本文在准确测度各地区的技术

０７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进步基础上，考察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具体影响，对充分利用价格机制

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能源转型，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重视，加快推进能源转型与实现节能降耗已成为世

界各国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国内外学者围绕节能降耗与能源转型展开了广泛的

讨论。

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是能源强度研究的重要内容。能源强度变化分

解主要采用指数法和结构分解法对能源强度变化进行分解 （吴滨、李为人，２００７；
齐志新、陈文颖，２００６；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孙丽文等 （２０１９）从分区域角度对能源
强度变化进行了分解，郑若娟和王班班 （２０１１）认为其具有区域异质性，韩松等
（２０１６）认为技术进步是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傅晓霞和吴利学 （２０１０）认为中
国能源效率受到技术进步、工业化程度、重工业比重和能源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马晓

微等 （２０１７）通过构建能源强度影响模型分析各因素对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其中
结构因素角度主要包括交通结构、产业结构 （杨恺钧、杨甜甜，２０１８）与能源消费
结构 （成金华、李世祥，２０１０；ＭａａｎｄＹｕ，２０１７；ＣａｉａｎｄＭｅｎｅｇａｋｉ，２０１９）。就制
度因素角度而言，国外制度因素主要是ＦＤＩ和进出口贸易 （Ｅｌｌｉｏ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林伯
强、刘泓汛，２０１５），国内制度因素包括信息化、环境规制与市场扭曲等因素 （Ｍａ，
２０１５；吕琦等，２０１９）。此外，全要素生产率 （武运波、高志刚，２０１９）、消费者价
格指数和财税政策 （李香菊、祝丹枫，２０２０）等都是能源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能源价格研究主要包括能源价格行为和影响研究。一方面，能源价格行为研究主

要在于分析能源价格自身的波动行为及变化趋势预测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能源价格
主要包括化石能源价格 （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的价格）、电价及新能源价格等。另

一方面，能源价格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对宏观经济 （林伯强、王锋，２００９；Ｍａｎｎａｎｄ
Ｓｅｐｈｔｏｎ，２０１９）、碳排放或能源强度 （杭雷鸣、屠梅曾，２００６；杨瑾、曹梦楠，
２０１７；Ｍｕｒ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及金融市场的影响。Ｆｉｓ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ｎ等 （２００４）、Ｃｏｒｎｉｌｌｉｅ
和Ｆａｎｋｈａｕｓｅｒ（２００４）基于微观的层面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提高是引起我国能耗强
度削减的重要原因，能源价格提高对能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度达到了０５４４。揭水晶和
何凌云 （２０１４）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可通过调节经济规模、结构和效率等指标来调
节能耗水平。此外，Ｗｉｎｇ（２００６）认为要素替代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这种要素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可通过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改变要素投入比例，进而影响

能源强度 （陈晓玲等，２０１５），能源内部要素间的替代互补效应可体现为可再生能源
和非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内部替代弹性 （Ｋｕｍ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但这种通过替代弹性影
响能源强度的方法，本质上仍然是发挥能源成本价格的信号引导作用。

技术进步作为影响能源强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能源转型的重要保障。技术进

步一般可进一步细分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王腾等，２０１６），或分为中性技术进步
和有偏技术进步 （钱娟、李金叶，２０１８；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众多学者肯定了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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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能源效率的主要推动力 （ＬｉａｎｄＬｉｎ，２０１８；廖进球、徐加涛，２０１９；王班班、
齐绍洲，２０１４；姜彩楼等，２０１５），苏宏伟 （２０１６）认为技术进步是能源强度变动的
重要影响因素，甚至是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韩松等，２０１６）。但也有部分学者
认为能源效率改善具有回弹效应 （邵帅等，２０１３；胡东兰等，２０１９），即技术进步能
提高能源效率进而降低能源消费，但能源效率提高意味着减少能源投入仍可以获得等

量产出。此时其他投入要素 （如资本、劳动力）可能会被能源代替，技术进步未必

能减少能源消耗，价格、能源税等调控手段则成为提高能效的必要补充，因此 “回

弹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检验技术进步与其他能效调控手段配合效果的指标。

通过梳理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和能源强度的现有研究发现：第一，相关实证研究

主要集中在部分发达地区和全国省市层面，缺乏城市数据分析维度的研究结果。第

二，对于能源价格而言，在分析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时，大多忽略了价格作为

杠杆的调节作用，并且很少细化分析能源价格的影响。第三，现存研究鲜少考虑要素

空间效应的影响，结合动态空间计量方法研究能源强度问题，空间角度下能够充分考

虑研究要素间的潜在经济地理效应，使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本文在测算技术进步效率基础上，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

能源强度的具体影响及异质性，并通过动态门槛模型进一步探析这种影响是否发生了

结构性变化，并借助以上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贡献和可能存在的创

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利用城市层面数据分区域分析各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动态

影响，结果切实完整，且在时空异质性基础上进行了分区域考察，结果更具有针对

性；第二，联合分析了能源价格和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充分考虑影响能源

强度的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估计结果更准确；第三，从空间视角考察能源价格与技

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考虑了各要素的空间效应，使分析结果更加透彻。

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理论模型分析，从理论角度对价格机制与技术

进步如何降低能源强度与驱动能源转型角度进行分析；第三节研究模型构建、变量及

数据处理，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推导构建相对应的计量模型，其次对所选指标及应用数

据进行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第四节为实证结果及分析，在测算各地区能源强度、技术

进步及能源价格空间关联的基础上，考察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具体影

响，进一步探析这种影响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第五节基

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分析

能源转型一般表示能源结构或能源类型的变化 （吴文文、张烨，２０１９），能源强
度作为反映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的重要指标，是能源转型成果与经济结构发

展的直观体现。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作为影响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是实现节能降耗

与能源转型的微观机制与基础，本文从能源价格微观机制与技术进步两个角度展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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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

（一）理论分析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 “薪柴—煤炭—油气”的两次能源转型。Ｆｏｕｑｕｅｔ（２０１０）
等学者在分析能源转型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能源转型方向，高比例的可再生

能源替代是国内外学者主要讨论的第三次能源转型方案 （马丽梅等，２０１８；马丽梅
等，２０２０）。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仍是以煤为主，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直接实现
可再生能源对非再生能源的替代具有较大难度。电能作为连接一次能源与终端能源的

桥梁 （舒印彪等，２０１８），可将化石能源发电作为转型过渡时期的暂时选择，通过化
石能源发电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清洁电对化石能源发电及化石能源的替代逐步实现节

能降耗与能源转型。

要素市场替代理论表明要素价格是促进要素替代的直接驱动力，化石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在市场经济中随着价格变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联。相应地，在终端能源消费环

节，当能源消费总量既定时，电能与化石能源的要素属性决定其消费量在要素市场供

求机制作用下受到对方价格的直接约束。本文将能源价格细分为化石能源价格、化石

能源发电价格与清洁电价格三类以准确分析能源价格波动对实现能源转型、降低能源

强度的微观影响机理，并假定能源消费市场呈现不饱和特征，且化石能源与清洁电、

化石能源发电 （正常品）相比为劣等品，化石能源发电与清洁电 （正常品）相比为

劣等品。以化石能源与清洁电／化石能源发电为例，在当前市场均衡情况下，根据斯
勒茨基方程 （Ｓｌｕｔｓｋ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在化石能源价格与清洁电价格／化石能源发电价格发
生变化时，最终体现为清洁电／化石能源发电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即电能在能源消费
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上涨。在这一由价格驱动能源类型转变的过程中，能源消费量相对

减少，能源强度随之降低，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能源价格波动对能源消耗的影响

类别 价格波动 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消费量

能源类型 化石能源
清洁电／化石
能源发电

化石能源 清洁电／化石能源发电 化石能源
清洁电／化石
能源发电

① ＰＦ↑ ＰＣ／ＰＴ－
替代／收入效应与价格
呈反／同向变动，替代
效应＞收入效应

替代／收入效应与价格
呈反／同方向变动，替
代效应＜收入效应

减少 减少

② ＰＦ－ ＰＣ／ＰＴ↓ 与价格同向变动 与价格反向变动 减少 增加

③ ＰＦ↑ ＰＣ／ＰＴ↓ ①②叠加 ①②叠加 减少 增加

　　注：ＰＣ为清洁电价格；ＰＴ为化石能源电力价格；ＰＦ为化石能源价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所得。

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增加产出与减少能源投入两条途径

影响能源强度，通过技术效率的提高增加产出；或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进而降低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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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能源效率提高意味着减少能源投入仍可以获得等量产出。技术进步是支撑价格波

动影响能源强度这一过程的基础与间接驱动力，而要素投入比例的改变将刺激技术的

改进和更新，使得要素使用效率提高与要素投入成本降低。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清洁

电与化石能源发电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速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传

统高能耗能源产业将失去优势进而被市场所淘汰，最终达到能源消耗量减少和能源强

度降低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存在回弹效应，此时技术进步受

到其他因素制约，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会反向提高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是能源价格发挥价格杠杆作用进而调节能源强度的重要渠道 （揭水晶、

何凌云，２０１４）。在要素市场供求机制中，化石能源价格上升不仅会促使企业为降低
生产成本而减少化石能源类的生产项目，而且会促使社会群体减少对化石能源类产品

的消费。在这一作用下，将带动产业结构从化石能源类高能耗与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向

清洁电／化石能源发电类低能耗与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有效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并增加了产业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以低能耗实现高经济产出进而实现节能

降耗。

能源消费结构是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调节影响能源强度的另一重要渠道。现行经济

生产过程中，在能耗硬性约束与降低生产成本以追逐更高利益的双重约束下，企业将增

大技术革新尤其是清洁能源使用技术革新，以清洁能源的使用替代化石能源的使用，这

一行为将会有效地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总体而言，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逐步

优化对能源价格杠杆与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产生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见图２）。

图２　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所得。

（二）理论模型推导

本文借鉴Ｆｉｓ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ｎ等 （２００４）及杭雷鸣和屠梅曾 （２００６）的研究方法，设
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成本函数 （Ｃ－Ｄ成本函数）：

Ｃ（ＰＫ，ＰＬ，ＰＥ，ＰＭ，Ｙ）＝Ａ
－１ＰαＫＫ ＰαＬＬＰαＥＥ ＰαＭＭ Ｙ （１）

其中，Ａ为全要素生产率，ＰＫ、ＰＬ、ＰＥ、ＰＭ 分别为四种投入要素 （资本、劳

动、能源与中间产品）的价格，αＫ、αＬ、αＥ、αＭ为对应要素的弹性。根据谢泼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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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ｓＬｅｍｍａ），能源投入要素的需求函数为成本函数关于能源投入价格的
偏导，即：

Ｅ＝Ｃ／ＰＥ ＝αＥＡ
－１ＰαＫＫ ＰαＬＬＰαＥ

－１
Ｅ ＰαＭＭ Ｙ （２）

为进一步简化模型，令产出价格ＰＹ＝ＰαＫＫＰαＬＬＰαＥＥＰαＭＭ，且αＫ＋αＬ＋αＥ＋αＭ＝１，则
能源强度 （ＥＩ）表达式如式 （３）所示，全要素生产率、能源价格与产出价格直接影
响能源强度变化。

ＥＩ＝Ｅ／Ｙ＝αＥＡ
－１Ｐ－１Ｅ ＰＹ （３）

鉴于本文所采用的函数设定，采用成本效率衡量技术变化，成本效率 ＣＥ进一步
可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 （ＴＥｉｔ）、纯技术效率变化 （ＰＥｉｔ）与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ｉｔ），
式 （３）可进一步转化为：

ＥＩ＝αＥＣＥ
－１Ｐ－１Ｅ ＰＹ ＝αＥＰＥ

－１ＴＥ－１ＳＥ－１Ｐ－１Ｅ ＰＹ （４）

三、模型构建、变量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构建

鉴于能源消费显著的习惯性特征会产生滞后性影响，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设

定如下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地，由于普通动态回归分析中并未考虑要素的空间效应

及要素间的空间关联，往往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未充分考虑地理空间效应和时

间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而空间分析必须度量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能源强度受到地理

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的共同影响，本文借鉴杜江等 （２０１７）的方法分别构建空间地
理距离权重矩阵 （权重１）和空间经济地理权重矩阵 （权重２）来度量空间距离，设
定空间面板模型如下：

ｌｎＥＩｉｔ＝αｉｔ＋ρ∑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ＥＩｉｔ＋τ∑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ＥＩｉｔ－１＋∑

Ｎ

ω＝１
βωＺωｉｔ＋θω∑

Ｎ

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Ｚωｉｔ＋

∑
Ｎ

ω＝１
βωＸωｉｔ＋θω∑

Ｎ

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ωｉｔ＋μｉ＋ψｔ＋πｉｔ，πｉｔ＝λＷｉｊπｉｔ＋εｉｔ，ε～Ｎ（０，ρ

２Ｉｎ）

（５）

其中，ＥＩｉｔ－１为能源强度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Ｘｉｔ包括能源价格 （ＰＥｉｔ）和技术进
步效率 （ＴＥｉｔ），可细分为化石能源价格 （ＰＦ）、清洁电价格 （ＰＣ）与化石能源发电
价格 （ＰＴ）；控制变量Ｚｉｔ包括纯技术效率变化 （ＰＥｉｔ）、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ｉｔ）、产出
价格 （ＰＹｉｔ）、产业结构 （ＩＳｉｔ）和能源消费结构 （ＥＣＳｉｔ）；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ｉ代
表地区；ｔ代表年份；θ为空间相关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εｉｔ和随机误差向量 πｉｔ
服从正态分布；μｉ和ψｔ为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τ和 ρ为能源强度滞后一期及其空
间滞后项系数。且根据ＬＭ检验结果显示，全样本与分区域样本下的结果均拒绝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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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残差相关的原假设，本文采用ＳＡＲ模型进行后续估计。
此外，由理论分析可知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途径是多元的，能

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可通过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等影响能源强度，故将能源价格与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乘项放入式 （５），以估计能源消费结构与
产业结构在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作为能源价格波动与技术变化的外部环境。首先仅当化

石能源价格上涨后高于综合能源价格水平时才会引致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减少，且技术

进步受到能源回弹效应的限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未知的。其次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

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更多偏向于清洁能源的使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进一

步探析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在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这一过程中的影

响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文采用 Ｓｅｏ和 Ｓｈｉｎ（２０１６）、Ｓｅｏ等 （２０１９）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Ｃａｎｅｒ和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构建的动态面板门槛模
型，以产业结构 （蔡文伯等，２０２０）与能源消费结构 （徐盈之、王秋彤，２０１８）分
别作为门槛变量建立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ｌｎＥＩｉｔ＝αｉｔ＋δｌｎＥＩｉｔ－１＋ζ１ＺｉｔＩ（ＩＳｉｔ≤γ１）＋ζ２ＺｉｔＩ（γ１ ＜ＩＳｉｔ≤γ２）＋

ζ３ＺｉｔＩ（ＩＳｉｔ＞γ２）＋βωＸωｉｔ＋εｉｔ
（６）

ｌｎＥＩｉｔ＝αｉｔ＋δｌｎＥＩｉｔ－１＋ζ１ＺｉｔＩ（ＥＣＳｉｔ≤γ１）＋ζ２ＺｉｔＩ（γ１ ＜ＥＣＳｉｔ≤γ２）＋

ζ３ＺｉｔＩ（ＥＣＳｉｔ＞γ２）＋βωＸωｉｔ＋εｉｔ
（７）

式中Ｉ（·）为示性函数，Ｉ（·）取决于门槛值与门槛变量，括号为表达式成
立时Ｉ（·） ＝１，反之为０，γ１、γ２为待估门槛。

（二）变量及数据处理

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度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少数省份统

计年鉴，部分价格数据来自于中国价格信息网以及各省区市发改委公布的上网标杆电

价①。在指标的计算过程中，采用组内均值替代与缩尾等数据处理方法对异常值与缺

失值进行处理，对于指标有较大缺失的城市进行剔除。本文的实证分析最终选取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２８５个主要城市作为样本数据，各个省份平均包含１０个左右主要城
市，共计４２７５个样本。香港、澳门、台湾及西藏地区缺少主要变量数据，不在样本
范围内。由于样本总量较大，从空间上将２８５个样本城市划分为四大经济区②，东
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分别包括８６个、８０个、８４个与３５个城市；时间维度上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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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６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疏导电价矛盾规范电价管理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４〕６１０号），对同一地区新投产的同类机组 （按水电、火电、核电、风电等分类）原则上按同一价格水平

核定上网电价的规定，使用上网标杆电价衡量价格是合理的。

四大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０个
省／市，共计８６个城市；西部经济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１１个省／市／自治区，共计８４个城市；中部经济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６个省份，
共计８０个城市；东北经济区：吉林、辽宁、黑龙江，３个省份，共计３５个城市。



以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与２０１３年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为节点分为三个时

间段，以便进行异质性分析。

（１）能源强度为被解释变量。能源强度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的主要
指标，用于考察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本文采用单位 ＧＤＰ能耗，即全年
能源消耗总量与实际ＧＤＰ的比值来衡量能源强度 （徐阳、何永秀，２０１６）。本文能源
消耗总量主要包括煤炭、石油、电力和天然气四大能源能耗，煤炭、电力及液化石油

气供应及利用情况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按照能源折合标准煤参考系数

进行能源折算，计算得到能源消耗总量。

（２）能源价格为解释变量。本文将能源价格细分为化石能源价格、清洁电价格
与化石能源发电价格，为方便比较分析不同能源价格波动，统一采用价格指数衡量能

源价格变化。其中，化石能源价格采用化石能源燃料类价格指数衡量 （江洪、陈振

环，２０１６；李旭辉等，２０１６），清洁电价格为水电、风电、光伏等主要能源的综合能
源价格，由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再以２００３年清洁电
价格为基期计算各年度的清洁电价格指数 （何凌云等，２０１６），化石能源发电价格以
燃煤机组上网电价转化得到的价格指数度量 （揭水晶、何凌云，２０１４），并且统一以
２００３年作为基期进行平减，得到对应的能源相对价格指数。

（３）技术进步为解释变量。本文借鉴于正松等 （２０２０）的方法以技术进步效率
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假设决策主体均采用成本最小化进行生产，此时最优化的

最优成本为Ｃ。在ＤＥＡ框架下，非效率成本 Ｗ为最优成本 Ｃ与实际成本 Ｃ的差
值，则Ｗ＝Ｃ－Ｃ ＝Ｃ（１－Ｃ／Ｃ） ＝Ｃ（１－ＣＥ），成本效率 （ＣＥ＝Ｃ／Ｃ）取值范
围为 （０，１］。通过定义 ｐ＝ （ｐ１，ｐ２，…，ｐｎ）为一组具体的要素价格变量，ｐ＝
（ｑ１，ｑ２，…，ｑｎ）

Ｔ为一组要素投入变量，决策主体成本效率可进行如下变换为：ＣＥ＝

Ｃ／Ｃ＝ｐｑ／ｐｑ＝∑
ｎ

ｉ＝１
ｐｉｑｉ／∑

ｎ

ｉ＝１
ｐｉｑｉ，构建前沿成本函数为：Ｃ ＝ｆ（ｐ，Ｙ，Ｔ，Ｓ）ｅｘｐ

（ｕ） ＋Ｖ。其中，ｅｘｐ表示指数函数，ｅｘｐ（ｕ）为成本非效率指数，Ｖ为随机扰动项，
Ｃ为前沿成本，可进一步转化为：Ｃ＝（Ｃ －Ｖ）ｅｘｐ（－ｕ），或ｌｎＣ ＝ｌｎＣ＋ε。其
中ε＝ｕ＋Ｖ＝ｌｎＣｕ＋ｌｎＣＶ，ｌｎＣｕ＝ｌｎＣｔ＋ｌｎＣａ，ｌｎＣｔ、ｌｎＣａ与ｌｎＣＶ分别表示对数形式下
的技术非效率成本、配置非效率成本和外生干扰因素下的成本。

本文尽可能完整地考虑投入产出要素以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其中投入要素包

括研发投入、劳动力、资本与能源，分别采用研发资金、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和能

源消费量等指标进行衡量；产出要素则主要为所获得的产出以实际 ＧＤＰ度量，相关
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在考虑上述投入产出要素下，本文在 Ｚｉｅｓｃｈａｎｇ
（１９８３）等所提出的方法与运算法则基础上根据规模效应不变设定，运用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法估计样本城市各年份的成本效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
变化 （ＴＥ）、纯技术效率变化 （ＰＥ）和规模效率变化 （ＳＥ）。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２
所示，由于估计结果较多，表２仅为样本城市各年度的平均成本效率及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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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成本效率估计及分解结果

年份 ＰＥ ＴＥ ＳＥ ＣＥ

２００４ ０８４１３ ０８８７６ ０９４８９ ０７１２８

２００５ ０８３９２ ０８８９８ ０９４２８ ０７０９３

２００６ ０８３６１ ０８７６５ ０９５３２ ０７０４７

２００７ ０７６７０ ０８５６７ ０８９３２ ０６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０８４８９ ０８９７７ ０９４６０ ０７２５６

２００９ ０７６５７ ０８５６７ ０８９２６ ０５９６６

２０１０ ０７７５８ ０８６９２ ０８９１６ ０６１２９

２０１１ ０７７７６ ０８６７５ ０８９５４ ０６１４６

２０１２ ０７７９７ ０８７２５ ０８９３０ ０６１７５

２０１３ ０７０８３ ０８６５４ ０８１６８ ０５１３５

２０１４ ０７７２１ ０８７３４ ０８８３５ ０６０５２

２０１５ ０７６８５ ０８７１８ ０８８１０ ０５９９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９９３ ０９２０１ ０９７７８ ０８１１０

２０１７ ０８９０９ ０９１１６ ０９７７６ ０７９６０

２０１８ ０７４４２ ０８６９６ ０８５５０ ０５６３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成本效率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４）控制变量。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最大，故产业结构采
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进行衡量；能源消费结构采用电能占比度量，即电
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 （谢里、梁思美，２０１７）；产出价格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
衡量 （周五七，２０１６）；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采用成本效率分解中的纯技术效率
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来度量 （于正松等，２０２０）。

有关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原变量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ＥＩ 能源强度 万吨标准煤／亿元 １７４０ ０１８９ ２２４９ １２３１
ＰＣ 清洁电价格 价格指数 １０２４１２ １０８８３ ２４１７７３ ４１３４７
ＰＴ 化石能源发电价格 价格指数 １０１３９３ １０３３７ １１４２０６ ８８０５８
ＰＦ 化石能源价格 价格指数 １０００８３ １５５６ １３０１９１ ７５９４４

ＩＳ 产业结构 ％ ４４８５０ １４２８４ ５４９５０ ３４７５０

ＴＥ 技术进步变化 — ０６８２ ０１０５ ０７５６ ０６０７

ＥＣＳ 能源消费结构 ％ ２４８００ ０２３３ ５５７３３ １７６６７
ＰＹ 产出价格 价格指数 １７４３５９ ６００５５ ５４０００７ ６８４７１

ＰＥ 综合能源价格 价格指数 １００６８５ ３３３６ １２３８４１ ８２１８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原始数据结果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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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３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 ２８５个城市的能源强度均值为
１７４０，最大值为２２４９。这表明我国的能源强度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深化节能降
耗、促进能源强度降低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技术进步变化均值为０６８２，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能源方面，我国能源利用效率

约为３６３％，比发达国家低１０％左右。总的来看，各组变量的极差较大，标准差却
相对较小，这是由于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与普通地级市相比有着较大

的差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并逐步缩小差距。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空间计量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是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
果相对全面与准确。为确保空间计量模型使用的准确性与必要性，本文首先以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对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具体如表４
所示。能源强度绝大部分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少部分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
能源价格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技术进步绝大部分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
少部分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均具有空间
相关性，适宜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

表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的莫兰指数

年份
能源强度 能源价格 技术进步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４

２００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３８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７

２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９５８ ０２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７

２０１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莫兰指数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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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全样本分析
本文先利用全样本分析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根据式 （６）

进行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估计之外，还进行了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估计与ＯＬＳ估计，以
更准确且全面地了解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同时也可增加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根据表５的回归结果，ＡＲ（２）及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Ｐ值大于０１，表明模型
解释变量是联合显著的且ＧＭＭ估计结果的扰动项不存在二阶或更高阶的自相关，滞
后一期工具变量有效。通过对比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分析结果和ＳＡＲ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
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能源强度滞后一期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各地区的能源强度变化存在明显的动态持续变化特征，再次证实了能源强度存在时

间滞后效应与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准确性。这一结果说明当期改善能源强度所作出

的努力将对后续能源强度的降低产生持续性的积极影响，反之亦然。这可能是由于

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无法进行突破

性变革并形成了能源消耗惯性所导致的。在两种空间权重设定下，能源强度的空间

自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能源强度空间关联程度在考虑经济收入
条件下较仅考虑地理距离因素下有所降低。但总的来说，能源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

应。这表明能源强度较高的城市周围也集聚着同类型城市，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自

然能源分布与产业规模集聚导致的，高能耗型产业多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丰富的

自然资源。

空间经济地理权重 （权重２）与空间地理距离权重 （权重１）相比考虑了经济发
展的影响，估计结果也更具说服力，故本文主要分析空间经济地理权重的估计结果。

化石能源价格、化石能源发电电价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３８与 －１００４，
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化石能源价格上涨将会导致企业减少对化石能源及化石
能源发电的使用，转而使用相对价格更低的清洁能源。这与欧阳星等 （２０１７）的研
究结果即化石能源价格下跌不利于 《可再生能源规划》目标的实现相符合，估计结

果是有效且可信的。清洁能源发电电价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能源转型高
目标约束下，政府要求企业使用清洁能源与清洁能源电价上涨的叠加作用下，企业为

降低成本将自主进行技术革新与开发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最终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

目的。进步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技术进步将直接促进
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技术进步将直接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虽然技术进步对降低能源强度的边际作用

远大于能源价格，但通过能源发电技术的提高可显著降低发电成本，进而通过电价价

格机制驱动可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因此，能源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并举是降低能源

强度与实现能源转型最为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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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ＯＬＳ 系统ＧＭＭ ＳＡＲ（权重１） ＳＡＲ（权重２）

ＬｌｎＥＩ —
０５９８ ０３０７ ０３９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ｌｎＰＦ
－４８６９ －１６６３ －０９４３ －１３８０

［０３０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９］

ｌｎＰＴ
－１９１２ －２８７８ －０８７４ －１００４

［０３５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７６］

ｌｎＰＣ
０２９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５］

ｌｎＴＥ
－５４２２ －３１３０ －２０４１ －４５４４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１］ ［０３７７］ ［０１９９］

控制变量是否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双固定 —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ｈｏ — ０４４６ １６１４ ０４１８

Ｆ／ＬｏｇＬ １５４４８０ ２１２４２０ －３０４７４４０ －３３２７５３６

Ｓａｒｇａｎ／Ｒ２ ０３８６ １ ０４１９ ０５１５

样本数Ｎ ３９９０ ３９９０ ３９９０ ３９９０

　　注：中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Ｌ表示滞后一期；ＡＲ（２）及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对应
的数据均为Ｐ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局空间自相关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为进一步探析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是否对能源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 ＳＡＲ
（空间经济地理权重）回归基础上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具体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表
中所有估计结果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
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对比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长期效应

与短期效应后发现，短期内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绝对值小于间接效应的

绝对值，而在长期内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绝对值大于间接效应的绝对

值。这可能是由于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在短期内来不及发酵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且

周边地区的边际溢出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造成的。这表明若想要从根本上真正实现

节能降耗，不能仅依赖于相邻地区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还应采取措施促进本地区形

成有效的价格供求机制与技术革新，治标与治本并举。这也表明要形成能源价格机制

与技术革新的长久性战略，并形成政策性导向，实现节能降耗与能源转型是一场持久

战，并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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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短期间接效应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总效应 长期间接效应 长期直接效应 长期总效应

ｌｎＰＦ
－１４１２ －０９５５ －２３６７ －２４５８ －４８７１ －７３３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１］ ［０８７５］ ［０９４１］

ｌｎＰＴ
－２０７３ －１４００ －３４７２ －３６０７ －７１３０ －１０７４

［０１７０］ ［０１４５］ ［０２７９］ ［０２８９］ ［１２３９］ ［１３５７］

ｌｎＰＣ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４４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１ ０３８０ ０５７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５］

ｌｎＴＥ
－４６５４ －３１５２ －７８０６ －８１０２ －１６１００ －２４２００

［０２０２］ ［０３３４］ ［０４７９］ ［０３７２］ ［３０６３］ ［３２９１］

　　注：中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模型检验统计量与样本量与表５中结果一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空间效应分解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２时空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的经济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检验区域异质性，本文将进一步对分区域样本进行回归，具

体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根据估计结果，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经济区能源强度滞
后一期系数与空间自相关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各个地区的能源消
耗均存在消费惯性，且都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除东部地区化石能源价格外，各地区的化石能源价格与化石能源发电价格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将促使企业生产使用清洁能源或激励企
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两种途径下能源消耗都将相对减少。东部地区

化石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能源资源匮乏，多是中西部

地区通过能源输送支撑东部地区的能源需要，如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东部

地区化石能源使用占比较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北地区清洁能源发电价格对能源

强度的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东北经济区作为老型重工
业基地，需要化石能源发电作为过渡对化石能源予以阶段性替代，清洁能源的优越性

并未得到充分显示，且该地区能源价格的上涨可有效约束能源消费量的增加。

总的来讲，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北地区最

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东北地区作为长期性重工业基地，有

较强的能源资源依赖性，对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电价变动更为敏感。东部地区的

能源使用绝大程度依赖于中西部的能源转移，且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均处于

相对较高的层次，对化石能源等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相对较弱。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

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次之，东部

地区最小。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后方，是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与重要的能

源战略接替区，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能源生产与使用会产生更大的正外部性，可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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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加速高能耗工业企业产品升级换代，并强化大容量输送能力以形成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容纳库。东部地区的经济与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技术

进步所带来的作用边际效应递减，对降低能耗的作用相对较小。

表７　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分区域样本估计结果 （空间经济地理权重）

变量 东部经济区 中部经济区 西部经济区 东北经济区

ＬｌｎＥＩ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６ ０３７０ ０３６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ｌｎＰＦ
－０１９３ －０７２８ －０９７２ －１５６５

［０１９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６］ ［０３７５］

ｌｎＰＴ
－１７９０ －１４３１ －１６８０ －４３９９

［０２９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８４］ ［０９２６］

ｌｎＰＣ
０３５７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８５５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７］

ｌｎＴＥ
－２７４７ －３６１０ －４２３８ －３９７９

［０２７９］ ［０４１７］ ［０３７１］ ［０７０３］

控制变量是否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双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ｈｏ
０４５１ ０４０６ ０３１４ ０３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２３３ ０２０１ ０２５８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ＬｏｇＬ －８２０２５４ －８４２０８５ －４７５５６３ －６６９２６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４１ ０６８１ ０４０６ ０６７６

样本数Ｎ １２１８ １１２０ １１７６ ４７６

　　注：中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对于在ＳＡＲ基础上所进行的空间效应分解一定程度上可作为 ＳＡＲ估计结果的稳
健性检验以判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分区域空

间效应分解结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相比没有性质上的差别①，且仍是长期效应大于总

效应。总体而言，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都存在着

明显差异，有着地域上的异质性特征。

对于时间维度，分别以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与２０１３年 （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为节点将研究期间分为三个时间段，以考察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与进一步推动能
源转型前后的结果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表 ８中的估计结果，对比发现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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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估计结果与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估计结果存在着性质上的差
别。一方面，能源强度在全国及各地区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前段、后段与该结

果相符合，但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估计结果却存在不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
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化石能源发电电价系数在１％的显
著性水平下为正，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紊乱，能源价格无法发挥信号

作用。

表８　时间维度上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分段估计结果

变量 前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中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后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ＬｌｎＥＩ
０５０１ －００１８８ ０３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ｌｎＰＦ
－１８４９ －０９９３ －２９５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５０］ ［０２０６］

ｌｎＰＴ
－４５９２ １４４９ －１７６８

［０５４６］ ［０４１７］ ［０２４５］

ｌｎＰＣ
０３００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１］

ｌｎＴＥ
－５２６６ －５１７１ －５３０４

［０３３９］ ［１３１５］ ［０３３４］

控制变量是否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双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ｈｏ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ＬｏｇＬ －１０２７１４０ －１０４７４３４ －１１００２２６

Ｒ２ ０５１１ ０４３１ ０５４３

样本数Ｎ １１４０ ８５５ １４２５

　　注：中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３进一步讨论分析
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到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在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影响能源

强度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借鉴韩长根和张力 （２０１９）的方法，采用交互项方法来探
讨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具体估计结果如表９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增加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核心变量交乘项的估计结果与未

增加交乘项的结果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化石能源

价格与产业结构交乘项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会抑制化石能源价
格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化石能源发电价格及清洁电电价与产业结构交乘项的系数

分别为－０１８３与－００１８，且均满足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具有增大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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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技术进步变化与产业结构交乘项的系数为０１２１，但不显
著。这说明虽然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但高速增

长的能源使用量部分抵消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优势。

表９　调节作用下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

系数 稳健标准误误差值 系数 稳健标准误误差值

ＬｌｎＥＩ ０３８９ ［００１３］ ０３９９ ［００１３］

ｌｎＰＦ －２３６７ ［０４１９］ －２９３２ ［０３７２］

ｌｎＰＴ －０６８９ ［０４８３］ －０３６８ ［０４５２］

ｌｎＰＣ ０２７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９７ ［００５８］

ｌｎＴＥ －５４９０ ［０９９０］ －８９５０ ［０６４８］

ｌｎＩＳ －０４３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９］

ｌｎＥＣＳ －１６８４ ［０１１４］ －２０５２ ［０６２３］

ｌｎＰＦ·ｌｎＩＳ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７］ — —

ｌｎＰＴ·ｌｎＩＳ －０１８３ ［００５８］ — —

ｌｎＰＣ·ｌｎＩ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 —

ｌｎＴＥ·ｌｎＩＳ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７］ — —

ｌｎＰＦ·ｌｎＥＣＳ — — －２７６０ ［０６４９］

ｌｎＰＴ·ｌｎＥＣＳ — — ２６４１ ［０６５３］

ｌｎＰＣ·ｌｎＥＣＳ — —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３］

ｌｎＴＥ·ｌｎＥＣＳ — — －７１８４ ［１０１２］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３１５ ［０００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ｈｏ ０４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４３１ ［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是否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地区双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ＬｏｇＬ －３３０６６０１ －３２９０５９４

Ｒ２ ０５２０ ０５２９

样本数Ｎ ３９９０ ３９９０

　　注：中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误差值，、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估计结果整理所得。

从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化石能源价格、化石能源发电价格及清洁电电价与能源

消费结构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 －２７６０、２６４１、０２５３，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１％
的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升级将会促进化石能源价格上涨对降低能源

强度的作用，抑制化石能源发电电价与清洁电电价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从总体上

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仍是有利于价格发挥杠杆作用的。技术进步变化与能源

消费结构交乘项的系数为 －７１８４，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能源消
费结构优化升级可显著促进技术进步并降低能源强度。随着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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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清洁能源成为市场生产与消费的首要选择。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将促使生产者与

消费者为降低成本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并采用清洁能源予以替代，达成了能源

转型与节能降耗的双重目标。

实际上，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撑，只有真正从经济社

会发展中挖掘高附加值与低能耗并存的优势，产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

转型升级。综合以上机制分析结果，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

消费结构来间接作用于节能降耗，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是实现节能降耗的重

要战略点。

（二）动态面板门槛回归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系统ＧＭＭ模型进行动态面板门槛估计，检验过程中设定３００次迭代，
依次搜寻４００个样本点，并借鉴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 Ｂｏｖｅｒ（１９９５）的方法将被解释变量，即
能源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避免因工具变量拟合而出现的结果偏误问题。门槛

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均通过了１０％的单门槛显著性水平检验，
门槛值对应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水平分别为３９４６％与２９１６％。为考察门槛
前后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变化，本文进行了门槛模型

检验，但由于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阶梯式递进，但并未发生符

号上的显著变化，故未呈现相应的估计结果。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析研究样本基于门槛是否存在分布规律，本文以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将２８５个城市分别以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为标准分为四大区域类型，分
别以产业结构门槛值与能源消费结构门槛值将样本划分为低度产业结构区间与高度产

业结构区间，清洁型能源消费结构区间与非清洁型能源消费结构区间。其中清洁型城

市占比明显少于非清洁型城市，这也再次印证了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仍急需改善的现实

问题。

根据各区域具体城市分布，非清洁型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北经济区、华中经济

区、华东偏中部地区，以及四川省与甘肃省。其中少部分城市处于非清洁型低产业结

构阶段，需在注重产业发展的同时严格约束能源使用。大部分城市处于非清洁型高产

业结构阶段，由于本文产业结构指标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这说

明这一阶段的城市处于第二产业迅猛发展阶段且以非清洁能源维持生产结构运行，需

要通过能源转型与借助科技与价格机制等促进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逐渐向第三产

业转变。在清洁型能源消费结构城市中，低产业结构区中多是直辖市、省会城市与旅

游业发达的城市，高产业结构区占据较大比例，多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这表明应注重

产业结构转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层次突破。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国２８５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能源强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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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格与技术进步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能源价格与技

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及区域异质性，进一步地通过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能

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继而为加快我国节能降耗

与能源转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从整体来看，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是

节能降耗的有效机制。这表明应该灵活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供求中的能源价格机制

与技术进步，加大技术革新与开发力度，努力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能源价格定价机制

并逐步形成区域统一市场直至构建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估计结果显示，化石能源价

格与化石能源发电电价的上涨均有利于刺激企业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转而使用

清洁能源等方式降低能源强度。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化石能源占比高达８５７％的现状，
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实现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具有较高难度，需要化石能

源发电作为过渡的桥梁以最终实现能源转型。这要求化石能源发电价格要低于化石能

源的价格，但这并不与因化石能源发电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清洁电替代现象相矛盾。由

于技术进步对节能降耗的边际作用远大于能源价格，从而通过能源发电技术的提高降

低发电成本进一步实现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也是实现节能降耗的重要途径。

其次，机制方面，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不仅能直接影响能源强度，还能通过产业

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缓解我国的高能源强度困境。从总体上看，能源消

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能源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清洁能源随着结构

的转型升级成为市场生产与消费的首要选择，同时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将促使生产者

与消费者为降低成本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并采用清洁能源予以替代，达成了能

源转型与节能降耗的双重目标。除此之外，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产业结构优

化的支撑，只有真正从经济社会发展中挖掘高附加值与低能耗并存的优势产业才能从

根本上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必须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

优化协同并进，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和技术节能转变，

促进技术偏向型与清洁能源偏向型企业的发展，为更大发挥能源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

节能降耗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再次，对于时空异质性角度，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溢

出效应在时间上与区域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能源价格机制信号紊

乱。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和能源发展战略制定中需要全面分析和全盘考虑，注重各地

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将 “一地一策”贯彻落实到底。应加大高能源强度地区的能源

改革与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能源转型优势

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模范地区建设的示范效应。结合上文

的估计结果与地区发展实际情况，东部地区资源能源自我供给与需求存在极大缺口，

基于中西部能源转移的资本能源要素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部的能源缺口和中

西部的资本需求。为实现各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东部地区应在提高能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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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余利用能源开发的技术便利和基础设施便利扩大能源自我供给，特别是东部沿海

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中西部地区则应在强化大容量输送能力以形成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能源资源容纳库的同时，利用能源资源集中优势与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西部

形成新的 “增长极”。

最后，能源价格与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这种影响随着产

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达到门槛值时呈现阶梯式递进。双结构升级同时也是构建高质

量现代化经济体系与解决污染问题的重点，政府部门应在经济政策和能源发展战略制

定中充分重视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与清洁

能源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结合估计结果，技术进步革新更多偏向于清洁能源而非化

石能源，且清洁能源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环境效益更大。因此，政府应极力促进传

统工业或经济发展方式向新兴工业或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源头上消除高

能源消耗的使用。同时，能源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对节能降耗的作用随着产业结构与

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出现结构性变化，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发挥价格杠

杆与技术支撑作用的重要渠道。受经济发展、能源现状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我

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电能结构中则以火电为主。因此 “电

能替代”与 “清洁替代”仍是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需长期贯彻落实的政策，实

现能源结构逐渐由 “煤炭为主向多元化协同”转变，以形成多种能源相互补充的能

源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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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ｌｉｏｔｔ，Ｒ，ＰＳｕｎａｎｄＳ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ｔｕｄｙ”，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０（２），ｐｐ４８４－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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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１９９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９３（２），ｐｐ３４５－３６８．

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２０００），“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６８（３），
ｐｐ５７５－６０３．

Ｋｕｍａｒ，Ｓ，ＨＦｕｊｉｉａｎｄＳＭａｎａｇｉ（２０１５），“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７（１４），ｐｐ１４３８－１４５９．

Ｌｉ，Ｊ，ＫＦＳｅｅａｎｄＪＣｈｉ（２０１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ｅｃｔｏｒ：ＡＧｒｅｅｎｂｉａｓ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２９，
ｐｐ１４１２－１４２６．

Ｌｉ，ＫａｎｄＢＬｉｎ（２０１８），“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ｎｅｒｇｙ，１４３，ｐｐ８１２－８２１．

Ｍａ，Ｂ（２０１５），“Ｄｏｅｓ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ｒｕ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ｌｏｐ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９，ｐｐ３９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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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ｒｂａｎＤａｔａ
ＦＥＮＧ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Ｙａ２　ＬＩＵＺｉｍｉｎ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Ａ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７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ｓａ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２８５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ｔｏ２０１８，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ｉｃｅｉ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ｈａｓ
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４）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ｈａｖ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ｌｅａｐ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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