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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 测算考虑环境污染

时中国 ２７５ 个①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１ 年的经济效率， 称之为 “绿色效率”。 结

果显示， 中部城市的绿色效率表现最差。 如果提高 “坏产出” 权重， 绿色效

率的测算结果显著下降， 且东、 中部城市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西部城市。 随后

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城市规模的内生性， 检验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城市绿色效率与其规模呈现 Ｕ 型关系， Ｕ 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城市

人口规模约为 ３９９ 万人。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和投资率等则会对绿色效率

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发展水平和投资率具有交互效应， 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越

高， 越能减轻高投资率对绿色效率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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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有 ２８８ 个， 在测算绿色效率时删除投入产出数据存在缺失的 １３ 个样本城市，

包括巴彦淖尔、 盘锦、 聊城、 荆州、 潮州、 桂林、 百色、 崇左、 三亚、 遵义、 拉萨、 金昌和陇南。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城市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２％提高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３ ７％ ， 平均每年提高约 １ 个百分点。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 城市化更是加速发展， 平均每年约提高 １ ３６ 个百分点。 但是， 中国城市化的效率

却饱受质疑。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７） 提出，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资源利用和

环境保护等问题。 吴敬琏 （２０１３） 指出， 中国的城市化 “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 摊大

饼式的 “造城运动” 极大浪费了土地资源， 造成产业空间结构恶化， 城市运营效率低

下。 从国际经验看，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因此， 关注和研究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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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城市化效率， 首要问题便是合理评价城市的经济效率。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劳动

生产率， 即利用人均产出或收入衡量城市的经济效率。 许多研究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的

文献采用这一思路， 如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等。 中国学者也以该

指标为基础， 研究经济密度对中国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如陈良文等 （２００９）。 该方法最

容易和直接， 但也存在缺陷， 即以单一要素的生产率评价城市的经济效率， 其结论不够

全面。
第二种方法是测算企业的生产效率， 并以此衡量其所在城市的经济效率。 该方法的

优点在于深入微观企业层面， 从而有利于研究城市规模、 经济集聚、 人力资本等因素与

生产效率相互作用的机制。 许多研究采用这一方法， 如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和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等。 但是， 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整个城市的

经济效率值得商榷。 此外， 如何测度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成为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采用生产函数法， 通过构建城市经济的生产函数， 再运用计量回归方

法估计城市的经济效率。 王小鲁、 夏小林 （１９９９） 最早使用该方法估算中国城市的净

规模收益。 他们假设城市具有 Ｃ⁃Ｄ 形式的生产函数， 通过计量分析发现， 中国城市的

净规模收益与其规模呈倒 Ｕ 型关系。 Ａｕ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
得出十分相似的结论。 戴永安 （２０１０）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考察我国城市效率的

演变趋势， 发现中国城市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 城市间的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

距。 生产函数法需要对城市经济的生产函数形式做出假设， 考虑到城市经济运行的复杂

性， 该方法的难点在于保障城市经济生产函数设置的正确性。
第四种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法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Ａ）， 也是目前运用

最广泛的方法。 Ｃｈａｒ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采用 ＤＥＡ 方法测算中国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８４ 年 ２８ 个

主要城市的经济效率。 他们指出 ＤＥＡ 采用最优化方法确定各项投入和产出的权重， 而

且无须主观地设置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 因而较适合用于城市经济效率评价。 Ｚｈｕ
（１９９８） 采用 ＤＥＡ 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中国城市经济效率， 发现这两种方法产生

了一致且互补的测算结果， 进一步说明 ＤＥＡ 方法适用于评价城市经济效率。 李郇等

（２００５） 采用 ＤＥＡ 方法测算中国 ２０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１９９０ 年 ～ ２０００ 年间的效率， 证

明中国的城市效率较低。 李培 （２００７） 和邵军、 徐康宁 （２０１０） 都采用 ＤＥＡ 方法中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测算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状况。
但是，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 城市效率的范畴多局限于城市经济效率， 片面强调城

市的生产功能 （戴永安， ２０１０）。 然而， 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

长， 还要关注能源消耗、 环境污染等问题。 目前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世

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２０１１ 年公布全球 １０８２ 个城市空气质量

的调查数据， 参与排名的中国 ３１ 个省级政府驻地城市大多数位于 １０００ 名左右， 在所有

９１ 个参评国家中， 中国位于第 ７７ 名， 表现十分糟糕。① Ｉｔｏ （２００５） 研究中国城市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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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调研报告： Ｕｒｂａ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饮用水质量之间的关系， 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都对饮用水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研究中国城市经济效率， 需要考虑环境污染问题。

一些学者试图在传统 ＤＥＡ 模型基础上， 处理存在非期望产出①的效率评价问题。
但是， 由于径向选择和松弛的问题， 传统 ＤＥＡ 方法不适用于非期望产出问题， 其评价

结果有偏。 Ｔｏｎｅ （２００４） 提出基于松弛的 ＤＥＡ⁃ＳＢＭ （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ＢＭ） 模

型， 可以解决传统 ＤＥＡ 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时的缺陷。 ＳＢＭ 模型在目标函数中加

入松弛变量， 且采用非径向、 非角度的度量方法， 能够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问题导致的

偏差。 该模型自提出以来， 得到广泛运用 （范子英、 张军， ２００９； Ｌｏｚａｎｏ ａｎｄ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ｏｉ， ２０１３）。 本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测算考虑环境污

染时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１ 年的经济效率。 为了与传统效率相区别， 借鉴 “绿色

ＧＤＰ” 的概念， 将考虑环境污染时的经济效率称为 “绿色效率”。 在测算结果的基础

上， 进一步实证研究中国城市经济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
已有王兵等 （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Ｌｉ 和 Ｓｈｉ （２０１４） 等学者将非期望产出

模型用于研究中国各地区环境约束下的效率评价问题， 但是还未见文献采用类似方法评

价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 本文贡献在于， 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 效率评价模型用于

分析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 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 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城市的 “真实”
效率。 第二， 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

三， 对城市经济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其结论对中国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二、 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一）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假设生产系统存在 ｎ 个独立的决策单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ＤＭＵ）②， 每个

ＤＭＵ 分别对应投入要素、 好产出③和坏产出三个向量： ｘ ∈ Ｒｍ，ｙｇ ∈ Ｒｓ１ 和 ｙｂ ∈ Ｒｓ２ 。 相

应地， 对于所有的 ＤＭＵｓ， 可以定义三个矩阵： Ｘ ＝ ［ｘ１，…，ｘｎ］ ∈ Ｒｍ×ｎ 表示投入矩阵，
Ｙｇ ＝ ［ｙｇ

１，…，ｙｇ
ｎ］ ∈ Ｒｓ１×ｎ 表示好产出矩阵， Ｙｂ ＝ ［ｙｂ

１，…，ｙｂ
ｎ］ ∈ Ｒｓ２×ｎ 表示坏产出矩阵。 Ｘ，

Ｙｇ，Ｙｂ ＞ ０ 。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生产可能集表示为：

Ｐ ＝ ｛（ｘ，ｙｇ，ｙｂ） ｜ ｘ ≥ Ｘλ，ｙｇ ≤ Ｙｇλ，ｙｂ ≤ Ｙｂλ，λ ≥０｝ （１）

其中， λ 表示权重向量。 因此， 对于 ＤＭＵ０（ｘ０，ｙｇ
０，ｙｂ

０）， 如果不存在向量 （ｘ，ｙｇ，ｙｂ）
∈ Ｐ使得 ｘ０ ≥ｘ，ｙｇ０ ≤ｙｇ，ｙｂ０ ≥ｙｂ，且至少有一个不等式是严格不等， 则ＤＭＵ０（ｘ０，ｙｇ０，ｙｂ０） 处

于前沿面上， 即为有效率的。 按照 Ｔｏｎｅ （２００４） 的方法，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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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本文的非期望产出为 “坏产出”， 指环境污染。
决策单元是进行效率评价的对象， 指拥有相同目标的同类型运营单位或组织， 本文中为各个城市。
本文的期望产出为 “好产出”， 指 ＧＤＰ。



ρ∗ ＝ ｍｉｎ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ｓ －ｉ
ｘｉ０

１ ＋ １
ｓ１ ＋ ｓ２ ∑ｓ１

ｒ ＝ １

ｓｇｒ
ｙｇｒ０

＋ ∑ｓ２

ｒ ＝ １

ｓｂｒ
ｙｂｒ０

( )
（２）

ｓ ｔ ｘ０ ＝ Ｘλ ＋ ｓ － ；ｙｇ０ ＝ Ｙｇλ － ｓｇ；ｙｂ０ ＝ Ｙｂλ ＋ ｓｂ；ｓ － ，ｓｇ，ｓｂ，λ ≥０

上式中， ｓ 表示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 目标函数 ρ∗ ∈［０，１］，而且是关于 ｓ －、ｓｇ 和
ｓｂ 的严格递减函数。 若 ρ∗ ＝ １，即 ｓ －、ｓｇ 和 ｓｂ 都为 ０ 时， 该 ＤＭＵ 是有效率的。 若 ρ∗ ＜ １，
则该 ＤＭＵ 是无效率的。 上述的分式规划问题， 可以通过 Ｃ２ 转换转化为线性规划。 转化

后的线性规划问题如下式所示：

τ∗ ＝ ｍｉｎ ｔ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Ｓ －
ｉ

ｘｉ０
( ) （３）

ｓ ｔ 　 １ ＝ ｔ ＋ １
ｓ１ ＋ ｓ２ ∑

ｓ１

ｒ ＝ １

Ｓｇ
ｒ

ｙｇｒ０
＋ ∑

ｓ２

ｒ ＝ １

Ｓｂ
ｒ

ｙｂｒ０
( )

ｘ０ ｔ ＝ ＸΛ ＋ Ｓ －

ｙｇ０ ｔ ＝ ＹｇΛ － Ｓｇ

ｙｂ０ ｔ ＝ ＹｂΛ ＋ Ｓｂ

Ｓ － ，Ｓｇ，Ｓｂ，Λ，ｔ ＞ ０

如果上述规划的最优解为 （ ｔ∗，Λ∗，Ｓ －∗，Ｓｇ∗，Ｓｂ∗）， 那么对应原分式规划的最优解

为： ρ∗ ＝ τ∗，λ∗ ＝ Λ∗ ／ ｔ∗，ｓ －∗ ＝ Ｓ －∗ ／ ｔ∗，ｓｇ∗ ＝ Ｓｇ∗ ／ ｔ∗，ｓｂ∗ ＝ Ｓｂ∗ ／ ｔ∗ 。 通过对该模型引

入以下约束条件： Ｌ ≤ ｅλ ≤ Ｕ， 可以放松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其中， ｅ ＝ （１，…，１） ∈
Ｒｎ， Ｌ（≤ １） 和 Ｕ（≥１） 分别是权重向量 λ 的上界和下界。 （Ｌ ＝ １，Ｕ ＝ １） 、 （Ｌ ＝ ０，Ｕ ＝
１） 和 （Ｌ ＝ １，Ｕ ＝ ∞） 分别对应规模报酬可变、 递减和递增三种情形。 如果对好产出和

坏产出设置偏好权重， 则赋予权重之后的规划为：

ρ∗ ＝ ｍｉｎ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ｗ －
ｉ ｓ －ｉ
ｘｉ０

１ ＋ １
ｓ１ ＋ ｓ２ ∑ｓ１

ｒ ＝ １

ｗｇ
ｒ ｓｇｒ
ｙｇｒ０

＋ ∑ｓ２

ｒ ＝ １

ｗｂ
ｒ ｓｂｒ
ｙｂｒ０

( )
（４）

（４） 式中， ｗ －
ｉ 、ｗｇ

ｒ 和 ｗｂ
ｒ 分别表示投入要素 ｉ、 好产出 ｒ 和坏产出 ｒ 的权重。 可以推出：

∑
ｍ

ｉ ＝ １
ｗ －

ｉ ＝ ｍ，ｗ －
ｉ ≥０（∀ｉ），∑

ｓ１

ｒ ＝ １
ｗｇ

ｒ ＋ ∑
ｓ２

ｒ ＝ １
ｗｂ

ｒ ＝ ｓ１ ＋ ｓ２，ｗｇ
ｒ ≥０（∀ｒ），ｗｂ

ｒ ≥０（∀ｒ） （５）

本文在测算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时， 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 好产出与坏产

出的权重， 采用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的默认设置， 将其设置为 １ ∶ １， 表示期望产出和

非期望产出在模型中同等重要。 选取的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 资本、 能源和土地， 分别

采用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全社会用电量和建成区面积来衡

量。 许多文献采用 “在岗职工人数” （李培， ２００７） 或 “从业人数” （邵军、 徐康宁，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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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等指标衡量劳动力投入， 但失业人口是效率丧失的原因， 也应包含在内。 由于

我国只有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的统计数据， 用该指标衡量失业人数的误差较大。
因此， 本文使用人口数量衡量劳动力。 此外， 许多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中国城市 ２０１１ 年的截面数据， 而非面板或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没有

采用该方法估计城市的资本存量， 而是直接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衡量资本投入。 产

出指标包括好产出和坏产出， 好产出用 ＧＤＰ 衡量， 坏产出选用工业废水、 工业二氧化

硫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Ｏ２） 和工业烟 （粉） 尘排放量衡量。 中国城市的统计数据包括

“全市” 和 “市辖区” 两项， 本文统一使用 “市辖区” 的统计数据。 本文数据均来自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１ 是这些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表 １　 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指标 样本数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指标

劳动力（万人） ２７５ １４９ ２ ２２８ ０ １６ ０ ２３４７ ５

资本（亿元） ２７５ ５５２ ９ ８９３ ６ ３２ ０ ６５０４ ６

能源（亿千瓦时） ２７５ ８５ ４ １３８ ８ １ １ １３３９ ６

土地（平方公里） ２７５ １２０ ７ １５８ ３ １３ ０ １２３１ ０

好产出 ＧＤＰ（亿元） ２７５ １０５０ ８ ２１２２ ０ ３９ ３ １８９７１ ６

坏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２７５ ７８９６ ９ ９４８７ ４ ２３３ ０ ８６８０４ ０
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吨） ２７５ ６６７６３ ４ ６４９５６ ３ １４６２ ０ ５３１３４０ 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 ２７５ ５３３２３ ６ ２１２９２２ １ ７２２ ０ ３２５７２６１ ０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计算得来。

（二） 测算结果与基本分析

除去删除的 １３ 个样本城市， 最终得到 ２０１１ 年 ２７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的绿色效

率值。 根据测算结果， 共有 ３７ 个城市处于效率前沿面上， 占样本总数的 １３ ５％ 。 所有

样本城市绿色效率的均值为 ０ ４８８， 最低值只有 ０ ２１４， 说明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

较低。 结果还表明， 中国城市间的绿色效率具有较大差异。 图 １ 是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

核密度图， 核函数采用 Ｓｔａｔａ 默认的 “伊番科尼可夫核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Ｋｅｎｅｌ）”， 带宽为

０ ０４。 可以看出， 大多数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值处于 ０ ３ 至 ０ ５ 之间， 而且核密度图呈

现出双峰的特征， 说明中国城市间的效率值分化较为严重。
分地区来看， 基于虚拟变量模型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东、 中、 西部城市绿色效率

组内均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如表 ２ 所示。 ＧＥ 表示绿色效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 ｅａｓｔ
和 ｍｉｄｄｌｅ 分别为东、 中部的虚拟变量， 取值为 １ 分别表示城市处于东部或中部， 二者皆

为 ０ 表示处于西部， 西部是基准组。 西部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均值为 ０ ５２９， 为三个地

区中最高。 东部地区城市的绿色效率均值为 ０ ４７６， 低出西部均值 ０ ０５３， 但系数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 东部绿色效率均值仍略低于整体平均水平。 中部城市绿色效率均值只

有 ０ ４６６， 显著低于西部均值 ０ ０６３， 整体绿色效率水平最低， 该结果与以往基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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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核密度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而成。

效率的研究结论不同。 邵军、 徐康宁 （２０１０） 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的测算结果表

明， 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均值为三者最低， 中部次之， 东部城市则表现最佳。 上述结果

说明， 虽然中部城市的经济相较西部更为发达， 但却承担了更高的环境成本， 产出效应

被污染效应抵消， 导致其绿色效率均值反而低于西部城市； 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效应也

较为明显， 但其产出效应和技术效率最为突出， 因此仍然能够取得高于中部城市的绿色

效率水平。

表 ２　 东、 中、 西部城市绿色效率的差异

解释变量 常数项① ｅ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系数估计结果
０ ５２９∗∗∗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６）

　 　 注： 被解释变量是 ＧＥ， 括号内是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为了比较绿色效率值在各省级行政区的分布， 本文计算了 ３０ 个②省级行政区样本

城市绿色效率的均值 （见表 ３）。 北京、 上海和海南 （只有海口一个样本） 的绿色效率

均值为 １， 处于有效率的前沿面上。 北京和上海处于前沿面上， 原因在于其产出水平和

技术效率较高； 海南之所以有效， 则可能由于其环境污染水平较低， 即坏产出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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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数项表示 ｅａｓｔ 和 ｍｉｄｄｌｅ 都取 ０ 时的样本 ＧＥ 均值，即西部城市的绿色效率均值。
因西藏自治区、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数据缺失， 此处没有列出。



少； 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绿色效率相对较低， 都处于 ０ ７ 以下， 其中， １４ 个省级行

政区 （占到全国近一半的比重） 的城市经济绿色效率处于 ０ ４ 至 ０ ６ 之间； 河北、 辽

宁、 河南、 重庆、 贵州和青海等六省的绿色效率均值低于 ０ ４， 处于非常低效的状态，
说明这些地区的城市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

（三） 采用不同好产出和坏产出权重时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

绿色效率高的城市一般同时具有较高的产出和较少的环境污染， 而那些绿色效率较

低的城市， 其低效究竟是因为产出太少还是环境污染太多， 依然无法识别。 如果进一步

提高坏产出的权重， 对于因环境污染过多而导致无效的城市而言， 绿色效率测算结果便

会降低； 而对于因产出过少而导致无效的城市而言， 其绿色效率测算结果将提高。 因

此， 可以设置不同好产出与坏产出权重， 通过比较测算结果， 来分析环境污染对绿色效

率的影响。 将好产出与坏产出的权重设置为 １ ∶ ２， 重新测算样本城市的绿色效率。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所有样本城市测算结果的均值为 ０ ４６３ （见表 ３）， 低于权重设置为 １ ∶ １
时的均值 ０ ４８８。 从省级层面来看， 当好产出与坏产出权重设置为 １ ∶ ２ 时， 除了北京、
上海和海南三个省、 市的绿色效率均值为 １ 外， 其他所有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经济绿色效

率均值都出现下降， 说明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中国城市提高绿色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 ３　 好产出与坏产出权重分别为 １ ∶１ 和 １ ∶２ 时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绿色效率均值

省级行政区
绿色效率均值

（１ ∶ １） （１ ∶ ２）
差值 省级行政区

绿色效率均值

（１ ∶ １） （１ ∶ ２）
差值

北京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河南 ０ ３１６ ０ ２９３ ０ ０２３

天津 ０ ４４６ ０ ４０４ ０ ０４２ 湖北 ０ ５００ ０ ４１３ ０ ０８７

河北 ０ ３０８ ０ ２８１ ０ ０２７ 湖南 ０ ６０８ ０ ５８８ ０ ０２０

山西 ０ ４０５ ０ ３７６ ０ ０２９ 广东 ０ ６９９ ０ ６８５ ０ ０１４

内蒙古 ０ ４４７ ０ ４１９ ０ ０２８ 广西 ０ ４９９ ０ ４７９ ０ ０２０

辽宁 ０ ３５５ ０ ３２５ ０ ０３０ 海南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吉林 ０ ５１４ ０ ４７８ ０ ０３６ 重庆 ０ ２９７ ０ ２６８ ０ ０２９

黑龙江 ０ ６００ ０ ５８０ ０ ０２０ 四川 ０ ５０７ ０ ４８０ ０ ０２７

上海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贵州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９

江苏 ０ ４３５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１ 云南 ０ ６８５ ０ ６７６ ０ ００９

浙江 ０ ４１７ ０ ３８４ ０ ０３３ 陕西 ０ ５７４ ０ ５４９ ０ ０２５

安徽 ０ ４３０ ０ ４０２ ０ ０２８ 甘肃 ０ ６６０ ０ ６４８ ０ ０１２

福建 ０ ５１８ ０ ４８６ ０ ０３２ 青海 ０ ２８５ ０ ２５９ ０ ０２６

江西 ０ ４７８ ０ ４４７ ０ ０３１ 宁夏 ０ ４４８ ０ ４４４ ０ ００４

山东 ０ ３６６ ０ ３３６ ０ ０３０ 新疆 ０ ６７４ ０ ６５８ ０ ０１６

　 　 注： 因西藏自治区、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数据缺失， 此处没有列出。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计算得来。

进一步利用城市层面数据， 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 配对样

本 ｔ 检验采用的方法是： 首先计算每对结果的差值， 再检验该差值的均值是否显著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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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零假设是两组结果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即差值等于 ０。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当提

高坏产出的权重时， 中国城市的绿色效率值显著下降。 这进一步证明， 环境污染对中国

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表 ４　 设置不同权重时城市绿色效率差异的配对 ｔ 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绿色效率（权重为 １ ∶ １） ２７５ ０ ４８８ ０ ２３８ ０ ０１４ ０ ４５９ ０ ５１６

绿色效率（权重为 １ ∶ ２） ２７５ ０ ４６３ ０ ２４６ ０ ０１５ ０ ４３４ ０ ４９２

差值（ｄｉｆｆ） ２７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ｔ 检验 ｐ 值
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 ＜ ０
Ｐｒ（Ｔ ＜ ｔ） ＝ １ ０００

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 ＝ ０
Ｐｒ（ ｜ Ｔ ｜ ＞ ｜ ｔ ｜ ） ＝ ０ ０００

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 ＞ ０
Ｐｒ（Ｔ ＞ ｔ） ＝ ０ ０００

　 　 注： Ｈ０ 为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 ＝ ０， Ｈａ 表示备择假设， 三个 Ｈａ 分别表示两个单侧检验和一个双侧检验， Ｐｒ 为 ｐ 值。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计算得来。

研究结果表明， 东、 中部城市的产出效应相对较大， 低效状态很可能由环境污染造

成， 污染效应对绿色效率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 如果提高坏产出的权重， 东、 中

部城市绿色效率降低的幅度将更大。 采用简单的虚拟变量模型进行方差分析， 对此进行

检验，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ｄｉｆｆ 是将好产出和坏产出权重分别设置为 １ ∶ １ 和 １ ∶ ２ 时的绿色

效率之差， 表示提高坏产出权重后绿色效率降低的幅度， 作为被解释变量； ｅａｓｔ 和
ｍｉｄｄｌｅ 仍然为东、 中部的虚拟变量。 结果显示， ｅａｓｔ 和 ｍｉｄｄｌｅ 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０８， 且都十分显著， 东部和中部城市的绿色效率差值显著地高于西部， 说

明污染效应对城市绿色效率的负面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严重， 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地区。

表 ５　 提高坏产出权重时东、 中、 西部城市绿色效率下降幅度的比较分析

解释变量 常数项① ｅ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系数估计结果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注： 括号内是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三、 中国城市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一） 理论分析、 模型设置与数据说明

影响经济效率有以下五个方面因素：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城市规模。 根据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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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数项表示 ｅａｓｔ 和 ｍｉｄｄｌｅ 都取 ０ 时的样本 ｄｉｆｆ 均值，即西部城市 ｄｉｆｆ 均值。



城市规模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 理论上说， 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相互作用导致

了城市传统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 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该

结论 （王小鲁、 夏小林， １９９９；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那么， 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

与城市规模之间是否也存在该非线性关系呢？ 图 ２ 和图 ３ 是绿色效率对城市规模的简单

拟合图。 图 ２ 采用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城市人口规模， 图 ３ 采用建成区面积衡量城

市区域规模。 可以看出， 绿色效率似乎与城市人口和区域规模均呈现 Ｕ 型关系。 为了

对比进行检验，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城市规模及其平方项作为解释变量。

图 ２　 绿色效率与城市人口规模拟合图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绘制而成。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产业结构。 比较而言， 第二产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能源、 资本以及

劳动力要素， 虽然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产出， 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 中国

的工业发展占用了大量资本， 并且存在非常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污染问题， 然而技术进步

和效率提升的效应并不明显。 实证研究表明，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对环境效率和环境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王兵等， ２０１０）， 因此，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越

高， 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可能就越低。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 一方面， 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水

平均具有正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技术效率也会随之提升； 另一方面， 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居民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和投资能力也会增强， 将有利于提高城市经

济的绿色效率， 因此， 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第四个影响因素是金融发展水平。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 金融中介

和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越能有效配置市场资源， 提

高经济效率。 但是， 学者们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却莫衷一是。 袁云峰和曹旭华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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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绿色效率与城市区域规模拟合图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绘制而成。

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本形成， 对经济效

率没有显著影响。 潘文卿和张伟 （２００３） 认为金融发展对提升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作

用不强，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干预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 但是， 最近研究发现， 金融发展

有利于提升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 （李青原等， ２０１３）。 上述研究都是从产出角

度分析金融发展对效率的影响， 没有考虑环境污染效应。 地方政府的 ＧＤＰ 竞争行为模

式导致中国的环境规制较为宽松 （Ｊｉａ， ２０１４）， 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具有同等机会从金

融体系中获取资金。 因此， 金融发展水平对绿色效率的影响难以确定。
第五个影响因素是经济结构。 在基于 ＧＤＰ 考核的政治晋升机制下， 地方官员之间

的政治竞争转变为经济增长竞争， 而扩张投资便成为经济增长竞争的主要手段 （王贤

彬等， ２０１０）。 ２１ 世纪初以来， 中国的投资率居高不下，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延型的扩

张投资推动， 但是， 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却不断恶化， 所以城市的投资率越高， 其绿

色效率可能越低。
根据以上分析， 基本模型设置如式 （６） 所示。 其中， ＧＥ ｉ 表示城市 ｉ 的绿色效率；

ＰＯＰ ｉ、 ＩＳｉ、 ＥＤｉ、 ＦＤｉ 和 Ｉｎｖｅｓｔｉ 分别表示城市人口规模、 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 金

融发展水平和投资水平； β 和 εｉ 表示回归系数和随机误差项。

ＧＥｉ ＝ β０ ＋ β１Ｐｏｐｉ ＋ β２Ｐｏｐ２
ｉ ＋ β３ ＩＳｉ ＋ β４ＥＤｉ ＋ β５ＦＤｉ ＋ β６ Ｉｎｖｅｓｔｉ ＋ εｉ （６）

更进一步而言， 尽管投资过度扩张不利于提升经济效率， 但金融市场会成为城市投

资的融资来源。 如果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李青原等， ２０１３）， 那么在金

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投资效率也会提高， 从而对城市的经济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因

此， 高投资率对城市绿色效率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会减弱。 为了捕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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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效应， 在基本模型中加入 ＦＤｉ 和 Ｉｎｖｅｓｔｉ 的乘积项， 预期该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为正，
扩展模型设置如下：

ＧＥｉ ＝ β０ ＋ β１Ｐｏｐｉ ＋ β２Ｐｏｐ２
ｉ ＋ β３ ＩＳｉ ＋ β４ＥＤｉ ＋ β５ＦＤｉ ＋ β６ Ｉｎｖｅｓｔｉ ＋ β７ＦＤｉ∗Ｉｎｖｅｓｔｉ ＋ εｉ （７）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稳健， 同时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 （Ａｒｅａ） 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变

量对模型进行估计。 市区面积是指城市行政区域内 （不包括市辖县） 的全部土地面积

（包括水域面积）； 建成区面积指市行政区域内经过征用的土地和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

非农业生产建设地段。 相比之下， 建成区面积是更合适的城市区域规模指标。 表 ６ 是对

变量定义的说明， 原始数据都来源于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６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名称 定义

ＧＥ 绿色效率 采用权重为 １ ∶ １ 时的城市绿色效率测算结果

Ｐｏｐ 城市人口规模 市辖区年平均人口数量（百万人）

Ａｒｅａ 城市地域规模 建成区面积（百平方千米）

ＩＳ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

ＥＤ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ＧＤＰ（万元）

ＦＤ 金融发展程度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之比

Ｉｎｖｅｓｔ 投资率 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 ＧＤＰ 之比

Ｐｏｐ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年城市人口规模 １９９４ 年城市人口数量（百万人）

　 　 注： 后文分析会用到 １９９４ 年城市人口规模， 在此一并列出。

由于部分城市关键变量的数据缺失， 在测算出绿色效率的 ２７５ 个城市中， 只有 ２３１
个成为回归分析样本。 各个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Ｅ ２３１ ０ ４７０ ０ ２２３ ０ ２１４ １ ０００

Ｐｏｐ ２３１ １ ６２１ ２ ４２７ ０ ２２９ ２３ ４７５

Ａｒｅａ ２３１ １ ３１６ １ ５８５ ０ １５０ １２ ３１０

ＩＳ ２３１ ５３ ９２５ １０ ９５０ １１ ０５０ ８５ １２０

ＦＤ ２３１ ２ ６６６ １ ２０８ ０ ５８０ ７ ８３０

ＥＤ ２３１ ４ ０２４ ２ ２６３ ０ ８９０ １３ ３３０

Ｐｏｐ１９９４ ２２１ ０ ９８７ １ ０１７ ０ １５０ ９ ５３０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计算得来。

（二） 回归结果

基于 ＳＢＭ 模型的绿色效率取值处于 ０ 与 １ 之间， 因此 ＯＬＳ 不再适用。 本文采用 Ｔｏｂｉｔ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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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回归， 估计方法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ＬＥ）。
表 ８ 报告了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是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

果， 分别采用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衡量城市规模。 可以看出， 所有变量系数都高度显

著。 城市规模系数的估计值为负， 而其平方项系数为正， 说明绿色效率与城市规模呈现

Ｕ 型曲线关系。 城市规模达到 Ｕ 型曲线拐点前， 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随城市规模提高

而下降； 城市规模达到 Ｕ 型曲线拐点后， 绿色效率才随城市规模的提高而上升。 城市

绿色效率变动的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拐点分别为 ７８１ 万人和 ４４７ 平方千米， 而中国大多

数城市处于 Ｕ 型曲线左侧的下行区域。 该结论与以往基于传统效率研究的结果 （王小

鲁、 夏小林， １９９９；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大相径庭， 说明污染效应对城市效率的

影响不容忽视。 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而言， 随着规模扩大， 尽管产出在提高， 但集聚效

应并不十分明显， 环境污染却十分严重， 因此绿色效率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反而下降。 只

有当城市规模扩大至一定程度时， 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居民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不断增

加， 此时的城市规模扩张才有利于提高绿色效率。 产业结构与绿色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

表 ８　 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１） （２）

不含直辖市

（３） （４）

Ｐｏｐ
－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２０６）
－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３６５）

Ｐｏｐ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５８）

Ａｒｅａ
－ ０ １４３０∗∗∗

（０ ０３１７）
－ ０ ２１６１∗∗∗

（０ ０４５８）

Ａｒｅａ２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０８９）

ＩＳ
－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１６）

ＥＤ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８３）

ＦＤ
－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１５６）
－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１５８）
－ ０ ０３４９∗∗　
（０ ０１５７）

－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１５５）

Ｉｎｖｅｓｔ
－ ０ ３２１０∗∗∗

（０ ０７２０）
－ ０ ３２３２∗∗∗

（０ ０７０７）
－ ０ ３２５２∗∗∗

（０ ０７２１）
－ ０ ３０３６∗∗∗

（０ ０６９５）

常数
　 １ １３７８∗∗∗

（０ １２４７）
　 １ １００２∗∗∗

（０ １２１０）
　 １ １７４３∗∗∗

（０ １２９１）
　 １ １１１２∗∗∗

（０ １１９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５９２３ ０ ６６５５ ０ ５３６３ ０ ７６５６

对数似然值 － １８ ５４３０ － １５ ２１３５ － １７ ６４３７ － ８ ９１７９

样本量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２７ ２２７

　 　 注： 括号内是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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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 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 城市经济绿色效率会随之下降， 这与王兵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结论一致。 对比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结果， 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差

别不大， 第二产业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 绿色效率大约下降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７。 经济发展

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其与绿色效率具有正向关系， 人均产出每提高 １ 万元， 绿色

效率将提升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５。 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 说明金融发展并没有

提高绿色效率， 原因可能在于污染企业能够获得同等的金融支持。 投资率回归系数为

负， 表明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绿色效率具有负面影响。

表 ９　 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１） （２）

不含直辖市

（３） （４）

Ｐｏｐ
－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１９８）
－ ０ １１８３∗∗∗

（０ ０３５８）

Ｐｏｐ２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５７）

Ａｒｅａ
－ ０ １４５３∗∗∗

（０ ０３１０）
－ ０ ２１９６∗∗∗

（０ ０４５０）

Ａｒｅａ２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０８８）

ＩＳ
－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１６）

ＥＤ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８１）

ＦＤ
－ ０ １５８７∗∗∗

（０ ０４２７）
－ ０ １２７２∗∗∗

（０ ０４２１）
－ ０ １６５１∗∗∗

（０ ０４２７）
－ ０ １５３３∗∗∗

（０ ０４１６）

Ｉｎｖｅｓｔ
－ ０ ８５６６∗∗∗

（０ １８５３）
－ ０ ７６５３∗∗∗

（０ １８０７）
－ ０ ８８１６∗∗∗

（０ １８４８）
－ ０ ８３７５∗∗∗

（０ １７６６）

ＦＤ∗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１９４１∗∗∗

（０ ０６１８）
　 ０ １６０３∗∗∗

（０ ０６０２）
　 ０ ２０２０∗∗∗

（０ ０６１８）
　 ０ １９５１∗∗∗

（０ ０５９３）

常数
　 １ ５０８４∗∗∗

（０ １７０８）
　 １ ３９８５∗∗∗

（０ １６４３）
　 １ ５５７４∗∗∗

（０ １７３２）
　 １ ４７１５∗∗∗

（０ １６０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６９９３ ０ ７４２６ ０ ６７５０ ０ ９０５６
对数似然值 － １３ ６７８９ － １１ ７０８３ － １２ ３６５３ － ３ ５９０２

样本量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２７ ２２７

　 　 注： 括号内是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表 ９ 为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 重点关注 ＦＤ 和 Ｉｎｖｅｓｔ 乘积项的回归系数。 第 （１） 列

和第 （２） 列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是不含直辖市样本的回归

结果。 在四列结果中， 交互项 ＦＤ∗Ｉｎｖｅｓｔ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且绝对值相差不大。 该结

果表明， 尽管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不利于提高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 但却能够通过提高

资本配置效率减弱高投资对绿色效率的负面影响。 ＦＤ 每增加一个单位， 投资率对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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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负面效应将大约降低 ０ １６ ～ ０ ２。 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未发生明显变化，
ＦＤ 和 Ｉｎｖｅｓｔ 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变化较大， 因为其系数并非为主效应， 而是表示对方为

零时对绿色效率的影响。
（三） ＩＶ⁃Ｔｏｂｉｔ 两步法的回归结果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效率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由于存在外部规模经济， 生产

活动在空间上不断集聚； 而生产集聚导致的效率变化进一步对城市规模产生影响。 如果

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 该联立性问题会导致内生性偏差。 对此， 选用各城市 １９９４ 年的人口数

量及其平方项作为 Ｐｏｐ 和 Ｐｏｐ２ 的工具变量， 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 该工具变量

是一个历史变量， 距离 ２０１１ 年长达 １７ 年， 对 ２０１１ 年的绿色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

性很小， 满足外生性要求； 另一方面， 该工具变量与 ２０１１ 年的城市规模高度相关， 具

备相关性。 过去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 一般具有较好的自然、 经济条件。 因此， 历史上

规模较大的城市， 如今的规模也较大。
表 １０ 是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两步法回归的结果。 结果显示， 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统计上都高度显著。 与表 ９ 的结果相比， 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变化比较明显， 一次项和

二次项的系数绝对值都明显增大， Ｕ 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 大约

为 ３９９ 万人 （根据表 １０ 中的 （４） 计算得来）。 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符号都没有

发生明显变化。 ＦＤ∗Ｉｎｖｅｓｔ 的系数为正， 与表 ９ 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 １０　 ＩＶ⁃Ｔｏｂｉｔ 两步法回归的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１） （２）

不含直辖市

（３） （４）

Ｐｏｐ
－ ０ １０６５∗∗∗

（０ ０２６２）
－ ０ １１５１∗∗∗

（０ ０２５７）
－ ０ １８８８∗∗∗

（０ ０５３２）
－ ０ １９３７∗∗∗

（０ ０５２１）

Ｐｏｐ２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０８２）

ＩＳ
－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２）

ＥＤ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０７９）

ＦＤ
－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１５６）
－ ０ １７８６∗∗∗

（０ ０４４２）
－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１６０）
－ ０ １６８０∗∗∗

（０ ０４３２）

Ｉｎｖｅｓｔ
－ ０ ３１８３∗∗∗

（０ ０７２８）
－ ０ ９４６１∗∗∗

（０ １９０７）
－ ０ ３３９２∗∗∗

（０ ０７３１）
－ ０ ９２００∗∗∗

（０ １８７５）

ＦＤ∗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２２７９∗∗∗

（０ ０６４０）
　 ０ ２１１１∗∗∗

（０ ０６２５）

常数
　 １ １７４３∗∗∗

（０ １２７３）
　 １ ６０７２∗∗∗

（０ １７６９）
　 １ ２６２４∗∗∗

（０ １３７２）
　 １ ６５８６∗∗∗

（０ １８１７）

样本量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２７ ２２７

　 　 注： 括号内是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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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对表 １０ 的结果进一步做稳健性检验，① 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第一， 控

制更多的解释变量， 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的问题。 分别在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中加入当

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与 ＧＤＰ 之比 （用当年平均

汇率换算）、 基础设施水平 （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衡量） 和预算内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
之比等变量。 研究结果发现， 新加入的变量都不显著， 而原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

水平的变化也都不明显。 第二， ＭＬＥ 方法对异方差比较敏感， 因此采用稳健标准差重

新回归。 结果显示， 采用稳健标准差的结果与原先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不存在严重

的异方差问题。

四、 总结和政策建议

城市化和环境污染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问题。 本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

的 ＤＥＡ⁃ＳＢＭ 模型， 测算考虑污染效应时中国城市 ２０１１ 年的绿色效率。 研究发现， 西部

城市的绿色效率高于中、 东部， 中部城市表现最差， 这与以往基于传统效率模型的研究

结论十分不同。 如果进一步提高坏产出的权重， 并利用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配对 ｔ
检验的结果显示， 随着坏产出权重的提高， 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显著降低， 说明环

境污染对绿色效率产生了重要负面影响。 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方法检验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影

响因素， 发现绿色效率与城市规模呈现 Ｕ 型关系， 城市人口规模对绿色效率的影响发

生变化的拐点大约为 ３９９ 万人。 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而言， 城市规模都处于左侧的效率

下降区域， 与基于传统效率的研究结论刚好相反。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效率具有显著的

正向效应， 而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金融发展程度和投资率等指标则对城市经济的绿

色效率具有负面效应。 此外， 金融发展和投资率对城市绿色效率具有交互效应， 金融发

展水平越高， 越能减轻投资率提高对绿色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
尽管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能源消耗大、 环境污染严重， 削弱了城市经

济的产出效应， 导致城市绿色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 Ｕ 型关系。 地方官员政治晋升

的锦标赛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但也导致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使经济增长付出了

过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在短期内， 难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
此外， 产业结构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 因此强行推动产业升级也不可能是改善经济绿色

效率的有效手段。 唯有主动改革官员激励机制， 发挥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

正向作用， 并从要素禀赋结构着手， 才有可能逐步提高中国城市的绿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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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ｐｐ ２４１ － ２５１．
Ｚｈａｎｇ， Ｃ Ｈ ， Ｈ Ｙ Ｌｉｕ， ａｎｄ Ｈ Ｔ Ａ Ｂｒｅｓｓ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ｉｒｔ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０（１２）， ｐｐ ２３６９ － ２３７９．

Ｚｈａｎｇ， Ｎ ａｎｄ Ｙ Ｃｈｏｉ （２０１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 Ｎ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０（２）， ｐｐ ２２５ － ２３４．

Ｚｈｕ， Ｊ （１９９８）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１（１）， ｐｐ ５０ － ６１．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 Ｙａｎ⁃ｊｕｎ，ＨＵＡ 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ＤＥＡ⁃ＳＢ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２７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１，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ｂａ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ａｓ “ Ｕ ” ｓｈａ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ｙ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ｒｏｕｎｄ ３ ９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ｃａｎ ｗｉｅ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ＧＤ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ｈａｖ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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