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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雾霾污染

———基于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的考察

刘华军　裴延峰

摘 要　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与空间交互影响日益突出，而
这种交互影响已演变为空间网络结构形态。作者采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６０
个城市的雾霾实时监测数据，精确识别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形态并揭示

其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进而构建空间网络权重对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已经呈现空间关联网络形态，

网络具有紧密性、连通性和叠加性的特征；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各城市之

间呈现 “传递三角形”的连通模式；在不同的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城市雾霾

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不同的状态。存在社会经济关联而非纯自然关联

的空间网络更符合雾霾污染的现状，有力地反驳了还原论和自然决定论的观点。

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的雾霾污染治理需要在经济合作框架下继续探索和完善区

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治霾的顶层设计和公众参与，继续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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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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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当前，中国城市雾霾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造

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并且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更为严峻的是，雾霾污染的区

域性特征与空间交互影响日益突出。从区域性特征看，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多个区域

的雾霾污染呈现连片发展的态势。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爆发的雾霾污染为例：全国空气质
量日均水平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共有９０个，中东部地区出现大面积雾霾污染，
遥感监测数据显示此次雾霾污染的最大覆盖面积为１８８万平方千米，影响范围达到
１７个省份。其中，重度雾霾污染面积超过 ９２万平方千米，占雾霾污染总面积的
４９％。从空间交互影响看，雾霾污染不仅程度日益增强而且已呈现空间关联网络形态
（刘华军、刘传明，２０１６；刘华军等，２０１７）。① 雾霾污染是通过一系列大气物理化学
过程而形成的复合型大气污染现象，成因繁杂。然而无论过程如何复杂，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才是导致雾霾污染的根源。学术界关于重点区域严重雾霾污染频发的原因

基本达成一致观点，即除特殊的气象条件外，经济的粗放式发展、产业结构的比例

失衡、能源消费的不够合理等诸多问题是雾霾污染频发的主要 “元凶” （马丽梅、

张晓，２０１４；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６）。严重雾霾频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厘
清我国雾霾污染所处阶段是打赢治霾攻坚战的重要一环。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

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精确识别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

之间究竟呈现何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准确、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防控政策提

供决策依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ＥＫＣ）作为研究经济发展与
环境污染的重要工具，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ＳｅｌｄｅｎａｎｄＳｏｎｇ，１９９４；林伯强、蒋竺
均，２００９）。但是与传统污染不同，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ＰＭ２５具有构成复杂且传输距离长等特点，因此某一地区雾霾污染的恶化会加剧周边
甚至更远地区的雾霾污染，这种远距离雾霾的交互影响还会随着污染源排放量的增

加而提高 （Ｅｎｇ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ｌｅｎｃｓéｒ，２０１０；Ｌüｔ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因此，雾霾污染并非
局部环境问题，而是一种伴随着污染物的扩散使得各地区由此产生的污染呈现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不同地区间的雾霾污染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较强的

空间交互影响，这也为空间计量在探究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找到了用武之

地。但囿于数据②，现有运用 ＥＫＣ和空间计量技术对雾霾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
进行经验考察的文献较少，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雾霾污染与经济

发展之间和传统ＥＫＣ的假设相一致，存在倒Ｕ型关系 （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严雅雪、
齐绍洲，２０１７ｂ）。二是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支持倒 Ｕ型曲线，而是存在 Ｕ型
曲线 （邵帅等，２０１６；黄寿峰，２０１７）。三是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 Ｎ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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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指各城市间雾霾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彼此叠加，呈现关联网络形态。

环保部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发布１１３个重点城市的 ＰＭ１０浓度数据，而直到２０１３年才开始发布７４个城市的

ＰＭ２５监测数据，并在２０１４年逐步扩大到１９０个城市，从２０１５年１月起扩大到３６７个城市。



线，即随着经济发展，雾霾呈现 “加重－减轻－加重”的特征 （何枫等，２０１６）。除
此之外，齐绍洲和严雅雪 （２０１７）发现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具有不同的ＥＫＣ形式。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三方面的

局限。一是从雾霾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来看，空间关联网络能够更真实地模拟雾霾污

染的现实状况，但这并未被已有文献所充分考虑，这可能是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

重要原因。二是从空间关联特征的识别来看，已有研究仅使用莫兰指数等指标简单地

分析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污染复杂的空间依赖关系简化为单一的统计

量。上述做法会掩盖城市间雾霾污染关联的具体信息，无法精确分析雾霾污染的空间

关联网络特征，尤其是不能揭示出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微观模式，无法清楚认识到城

市间雾霾污染的主要连通模式。三是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上来看，空间权重的设置

是空间计量的关键和基础 （Ａｎｓｅｌｉｎ，１９８８），而错误地设置空间权重将导致严重的后
果。现有研究在空间权重的设置上均未考虑雾霾污染空间网络关联，可能导致研究结

论出现偏误。

本文可能的边际学术贡献在于精确识别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形态，揭示不同

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构建雾霾污染的空间网络权重，实证考察了中

国城市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第一，识别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

网络，更加真实地模拟了雾霾污染的现实状况。鉴于雾霾污染空间关联较为复杂，本

文采取传统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污染物－地理距离和污染物 －地理距离 －
社会经济关联网络等四种空间关联网络识别方案，揭示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第

二，细致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采用网络指标分析法对

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整体分析，并利用模体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关联网络的微

观模式，揭示城市间雾霾污染的主要连通模式。第三，在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揭示雾

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关联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四种空间网络

权重，借助ＥＫＣ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进行实证考察。

二、文献综述

针对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最早提出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污染
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ＧＤＰ增加而上升，而在高收入水平上会随 ＧＤＰ增长而下降。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１９９３）在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借
鉴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的理论框架，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阐释为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成为认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林伯强、蒋竺均，２００９）。

雾霾污染已经成为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但对于中国雾霾污染的研究则起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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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雾霾污染的原理和成因极其复杂，增加了研究的难

度；另一方面，人们对于雾霾污染的认识不足，往往陷入自然决定论的陷阱。雾霾污

染的首要污染物ＰＭ２５构成复杂、传输距离长，使雾霾污染成为与传统环境污染不同
的非局部环境问题，而且各地区雾霾污染显著呈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特征，因此

不同地区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较强的空间交互影响。

鉴于雾霾污染的上述特征，对于雾霾污染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自然科学的领

域。这也使得空间计量技术在雾霾污染的研究中逐渐找到了用武之地，大量文献

运用空间计量技术来探究雾霾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马丽梅和张晓

（２０１４）采用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分省份 ＰＭ２５人口加权浓度
年均值数据，借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雾霾污

染与经济发展的倒 Ｕ型关系不存在或者还未出现，即随着人均 ＧＤＰ的增长，中
国的雾霾污染程度仍不断加剧。邵帅等 （２０１６）、严雅雪和齐绍洲 （２０１７ａ）将
数据进行拓展，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省域年均 ＰＭ２５浓度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动
态空间面板模型对雾霾进行经验估计，进一步印证了马丽梅和张晓 （２０１４）的
结论，认为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支持倒 Ｕ型曲线，而是存在 Ｕ型曲线。
另外黄寿峰 （２０１７）、Ｌｉｕ等 （２０１７）也得到了相同的研究结论。然而上述研究
均使用省际数据，忽视了雾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和空间非均质特征，而采用城市

雾霾污染数据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个局限 （王敏、黄滢，２０１５）。国外一些学者开
始使用城市数据去研究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Ｈａｏ和 Ｌｉｕ（２０１６）基于
２０１３年中国 ７３个城市的 ＰＭ２５和 ＡＱＩ数据，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进行经验估计，研究结论表明，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与传统 ＥＫＣ的假设相
一致，存在倒 Ｕ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雾霾污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Ｍａ等 （２０１６）则将样本范围拓展到１５２个城市，研究结论与 Ｈａｏ和 Ｌｉｕ（２０１６）
一致，发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在 ＥＫＣ上所处的位置也不同。严雅
雪和齐绍洲 （２０１７ｂ）将研究时间跨度和样本范围扩大，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２４１
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印证了中

国城市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倒 Ｕ型关系。除上述两种主流的结论外，还有研
究发现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呈现 Ｎ型关系 （何枫等，２０１６）。齐绍洲和严雅雪
（２０１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将２３２个样本城市分成四组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
现不同城市的 ＥＫＣ具有不同的特征，样本城市分别呈现倒 Ｕ型、Ｕ型以及单调
递增的线性关系。

上述研究均为判断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仍有

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如数据选取上的误差、雾霾污染现实状况认识上的不够充分以及

空间权重设置上的错误等因素都会对关于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判断产生影

响，这也可能是造成上述经验研究结论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从样本数据来看，已有

研究开始广泛采取卫星数据，但卫星数据会受到气象和监测精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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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往往较低。① 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对外公布了城市的雾霾实时监测数据，随着国

家空气监测网络的逐步完善以及监管能力的提升，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归国家，数据

准确性和完整性不断提高，运用城市监测数据可以准确地刻画雾霾污染的真实状况。

从现实状况来看，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能够更真实地模拟雾霾污染的现实状况。刘

华军和刘传明 （２０１６）发现京津冀地区城市间雾霾污染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传导
关系，且构成了复杂的联动网络。刘华军等 （２０１７）进一步将样本范围拓展到京津
冀、长三角等五大地区，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动态关联且呈现出空间

关联网络形态。不论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任

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其他城市以及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影

响。但上述研究未能进一步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精确解析，没有识别出城

市间雾霾污染的连通模式，不能够明确每个城市在网络中的作用，更无法提出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同时，空间权重设置是空间计量的关键和基础 （Ａｎｓｅｌｉｎ，１９８８），而
已有研究在空间权重设置上的随意性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现有研究采用了邻

接权重、地理距离权重、经济权重以及嵌套权重等非空间网络权重 （Ｍ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黄寿峰，２０１７），这些空间权重的设置均未考虑雾霾污染的空间网络关联，而
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才是雾霾污染最真实的表现形式，忽略雾霾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误。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首次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６０个城市的雾霾实时监测
数据，精确识别了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雾霾污染

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进而构建雾霾污染的空间网络权重，借助

ＥＫＣ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识别

如前所述，雾霾污染已经呈现空间网络关联形态，其不仅受污染物、地理距离的

影响，还可能受自然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绝

不可能呈现单一、固定的网络形态，那么究竟雾霾污染呈现何种网络关联需要进一步

探究。本文分别采取四种识别方案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经验识别，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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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研究采用的雾霾数据大多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发布的遥感卫星数据，

然而遥感卫星观测的范围较大，现有技术仅通过大气反射的波谱来获取信息，无法较为准确地衡量雾霾 （比如

难以准确区分云、雾和霾）。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国的环境遥感监测发展较快，在精度、广度上均有较大的突

破，据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最新信息显示，随着遥感技术、遥感算法的改进和提高，数据精度会大大提升。遥

感监测的范围越来越大，现已由京津冀扩大到周边７省市，未来还将不断扩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遥
感数据是一个新的方向，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数据而言，城市监测数据质量要优于卫星数据。



１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关联网络 （Ｎ１）
现有研究基于时间序列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已呈现空间关联网络形态，时间序列

计量技术为识别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本文基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城市雾霾污染实时监测数据，计算出各城市每天的平均值①，形成１６０个城市
三年雾霾污染日报数据序列。进一步地，在时间序列框架下，根据 Ｈｓｉａｏ（１９８１）提
出的方法，借助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对雾霾污染空间的关联网络形态进行经验识
别。从时间序列角度来看，若一个时间序列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提高另一时间序列当期值

的预测能力，则称前者是后者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否则称前者不是后者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６９）。换言之，若城市Ｘ的雾霾污染水平的当期或历史信息有助于提高对
城市Ｙ的雾霾污染未来值的预测能力，则称Ｘ是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此外，本文在最优
滞后阶数的选择上采用ＡＩＣ准则 （Ｋｉｌｉａｎ，２００１），且数据均通过了ＡＤＦ平稳性检验②。
２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关联网络 （Ｎ２）
真实世界几乎是由非线性关系组成的，非线性模型代表了模拟真实世界的正确方

向 （ＧｒａｎｇｅｒａｎｄＮｅｗｂｏｌｄ，２０１４）。为此，本文借鉴 Ｄｉｋｓ和 Ｐａｃｈｅｎｋｏ（２００６）的思
路，在平稳时间序列基础上构建双变量ＶＡＲ模型，通过提取ＶＡＲ残差的方式过滤雾
霾污染变量间的线性成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线性检验 （采用常见的 ＢＤＳ方
法）。在确认序列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的前提下，利用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检验方法识别雾霾污染空间交互影响，构建雾霾污染的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关联网络。数
据处理方式与Ｎ１相同，此处不再详述。在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选择
问题上，本文借鉴李自然等 （２０１１）进行遍历性分析的做法，即如果在所有滞后阶数
下检验结果均不拒绝不存在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则雾霾污染变量间一定
不存在空间网络关联；如果所有滞后阶数下检验结果均显著地拒绝不存在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则我们无法排除雾霾污染变量间存在空间网络关联。
３污染物－地理距离关联网络 （Ｎ３）
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现象，地理因素在雾霾污染空间交互影响和空间关联网络的形

成中必然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Ｔｏｂｌｅｒ，１９７０）。地理环境要素属性的空间非均质和
非静止性使各个地理空间单元之间相互关联，是影响雾霾污染空间交互影响以及空间

关联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③。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与雾霾污染水平以及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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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计算过程在后文样本数据部分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限于篇幅，ＡＤＦ检验和后文ＢＤＳ检验的结果均未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为了检验地理距离对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ＰＭ２５浓度日报数据，运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检验了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其中阈值初始值为５００千米，并依照１千米的
间隔向上增加直到阈值达到２５００千米。测度结果显示，雾霾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的确存在地理距离衰减现象。
随着阈值的增加，各时期内所测度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当阈值达到２５００千米时，每一年
份内ＰＭ２５的空间相关性均接近于０，可见雾霾污染存在空间交互影响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现象。限于篇幅具体结

果不再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距离因素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城市间雾霾污染水平的相似程度越高，则

其空间关联也就越密切，可以用城市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差值的倒数来表征雾霾污染在
污染物层面的关联程度。换言之，年均浓度差值越小，关系越密切；而年均浓度差值

越大，则关系越疏远。城市间的距离越远，其关联程度越小；距离越近，则关联程度

越大。这种关联程度绝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因此可以用城市间距离平方的倒数

来表征雾霾污染在地理距离层面的关联程度。将污染物层面与地理距离层面的关联程

度进行组合，最终构成雾霾污染的污染物－地理距离关联网络①。
４污染物－地理距离－社会经济关联网络 （Ｎ４）
由于雾霾形成原因极其复杂，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城市间雾霾污染空间交互影

响以及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活和工业污染排放、城市

人口集聚、重工业占比过大的产业结构等因素均是造成雾霾污染日趋严重的原因。因

此，本文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加入社会经济因素。为了简化分析，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

平作为雾霾污染关联网络社会经济因素的代理变量。参照 Ｎ３的构建方式，经济发展
水平越相近的城市，雾霾污染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关联程度越小。采用城市间人均

ＧＤＰ的倒数来表征雾霾污染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关联程度，并将污染物层面、地理距离
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关联程度进行组合，最终构成雾霾污染的污染物 －地理距离 －
社会经济关联网络。

（二）社会网络分析及模体分析方法

在识别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和模体 （Ｍｏｔｉｆｓ）分析方法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解析
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识别城市间雾霾污染的具体连通模式。

１整体特征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从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效率和网络

交互性四个维度进行刻画。其中，网络密度能够反映空间关联网络的紧密程度，网

络关联度能够体现空间关联网络自身的稳定性，网络效率则能够呈现空间关联网络

中各城市之间的连接效率，网络交互性能够刻画空间关联网络中各城市之间的交互

影响。②

２微观模式
本文将利用模体分析方法辨析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不同城市节点的微观交互

模式，揭示城市雾霾污染的基本连接形态。从微观视角认识和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的结构特征，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模体的频率。通过测度共享节点但

不共享边的小型连通子图在观测网络中的出现频次，揭示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出

现频率较高的各类模体。二是模体的 Ｐ值和 Ｚ得分。模体的 Ｐ值和 Ｚ得分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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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运用乘积的方式对不同层面的关联效应进行组合。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给出四种指标的详细定义及计算公式，若需要请参考刘军 （２０１４）。



该模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通过计算模体 Ｐ值与 Ｚ得分识别出在雾霾污染空间关联
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模体。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空间权重构建

１计量模型设定
ＥＫＣ假说已经在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得到广泛应用，而目前研究

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常用的理论框架是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 （Ｙｏ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本文以
ＥＫＣ假说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为基础进行影响因素的选取，其中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具体形
式为：

Ｉｉｔ＝αＰ
ｂ
ｉｔＡ
ｃ
ｉｔＴ
ｄ
ｉｔμｉｔ （１）

其中，ｉ为城市，ｔ为年份，Ｉｉｔ代表环境影响，Ｐｉｔ代表人口，Ａｉｔ代表财富，Ｔｉｔ代表
技术，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ｂ、ｃ、ｄ分别为各影响因素的指数。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是多变量
的非线性模型，将式 （１）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同时，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也是
一个开放的模型，允许引入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基于上述理

论分析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考察在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中国雾霾污染状况。在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上，Ｌｅｓａｇｅ和 Ｐａｃｅ（２００９）建议应首先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因
为即使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是空间滞后或者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也仍可得到

无偏估计。值得注意的是，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影响，则与样本城市周边关

联城市的雾霾污染会对本地区产生 “贡献”，雾霾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存在累积效

应，因此还需考虑其上一期的雾霾污染水平。有鉴于此，本文在计量模型的设定中考

虑了周边关联城市的 “贡献”（ＷＹｔ）及累积效应 （ＷＹｔ－１）。此外，雾霾污染随影响
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会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影响，因此还需要考虑雾霾污染的时间滞后

效应 （Ｙｔ－１）。上述空间滞后项和时间滞后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变量遗漏等内生
性问题。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式 （２）所示：

Ｙｔ＝τＹｔ－１＋δＷＹｔ＋ηＷＹｔ－１＋Ｘｔβ１＋ＷＸｔβ２＋μｔ （２）

式 （２）中，ｔ为年份，被解释变量Ｙｔ为雾霾污染，Ｘｔ为相关影响因素，μｔ为随
机误差项，Ｗ为空间网络权重矩阵，δＷＹｔ和 ＷＸｔβ２则分别考虑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
变量的空间依赖，δ和β２为空间滞后系数，分别反映当期其他城市雾霾污染对样本
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情况以及其他城市影响因素对样本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情况。

τＹｔ－１和ηＷＹｔ－１分别为时间滞后变量和时空滞后变量，τ为被解释变量的时间滞后系
数，反映上一期雾霾污染对当期雾霾污染的影响，η为被解释变量的时空滞后系数，
反映了上一期其他城市雾霾污染对样本城市的影响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在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时加入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时未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就将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全部加入模型中，这会导

致模型过度解释和存在多重共线性等问题 （ＷａｎｇａｎｄＦａｎｇ，２０１６；马丽梅等，２０１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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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峰，２０１７）。有鉴于此，本文在加入 ＷＸｔ项时首先进行双变量莫兰检验。同时，
以上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衡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因此需要进

一步对其进行效应分解，我们首先将模型改写为：

Ｙｔ＝（Ｉ－δＷ）
－１（τＩ＋ηＷ）Ｙｔ－１＋（Ｉ－δＷ）

－１（Ｘｔβ１＋ＷＸｔβ２）＋（Ｉ－δＷ）
－１μｔ （３）

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从城市１到城市ｎ的Ｘｔ中的第ｋ个解释变量对应的Ｙｔ期望
值的偏导数矩阵可以用式 （３）表示，这些偏导数表示一个城市的特定解释变量发生
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其他所有城市的被解释变量的效应，又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动态面板模型，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又可分为短期效

应和长期效应，具体计算方法见表１。

表１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效应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短期 ［（Ｉ－δＷ）－１（β１ｋＩＮ ＋β２ｋＷ）］ｄ ［（Ｉ－δＷ）－１（β１ｋＩＮ ＋β２ｋＷ）］ｒｓｕｍ

长期 ｛［（１－τ）Ｉ－（δ＋η）Ｗ］－１（β１ｋＩＮ ＋β２ｋＷ）｝ｄ ｛［（１－τ）Ｉ－（δ＋η）Ｗ］－１（β１ｋＩＮ ＋β２ｋＷ）｝ｒｓｕｍ

　　注：Ｉ为单位矩阵，ｄ表示计算矩阵对角线元素均值的运算符，ｒｓｕｍ表示计算矩阵非对角线元素行和平均值的
运算符。此表中公式参考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但书中Ｔａｂｌｅ４１报告长期直接效应和长期间接效应公式时，出现了
笔误，本文在此进行了更正。

２雾霾污染空间网络权重的设置
空间权重的设置是空间计量回归的关键，Ｆｌｏｒａｘ和 Ｒｅｙ（１９９５）认为空间权重

与样本数据真实的空间结构吻合性越高，模型的拟合度越好，解释能力越强。本

文在识别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与雾霾污染数据真实空间

结构高度吻合的空间网络权重。分别设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网络权重，如图 １
所示。

（１）基于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和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空间关联网络的权重设置。根据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和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空间关联网络识别结果构建权重Ｗ１和Ｗ２，矩阵元素可以表
示如下：

ｗｉｊ＝
１ （ｊ→ｉ）
０ （ｉ＝ｊ，ｊ→／ｉ{

）
（４）

其中，ｗｉｊ为矩阵元素，ｉ、ｊ为样本城市 （下同），ｉ，ｊ＝１，２，…，ｎ，ｎ为城
市个数。如果ｊ指向ｉ（ｊ→ｉ），即第ｊ个城市的雾霾污染是第 ｉ个城市雾霾污染的
线性 （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则ｗｉｊ为＝１；如果ｊ不指向ｉ（ｊ→／ｉ），即第ｊ个城市
的雾霾污染不是第ｉ个城市雾霾污染的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则ｗｉｊ为＝０；如果ｉ＝ｊ，
则ｗｉｊ＝０。

（２）基于污染物－地理距离空间关联网络的权重设置。根据污染物 －地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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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间网络权重矩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空间关联网络识别结果构建权重Ｗ３。其中，ＰＭ２５为各城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ＰＭ２５浓度
均值，ｄ为城市之间距离，且对角线元素全为０（即ｉ＝ｊ时，ｗｉｊ＝０）。

ｗｉｊ＝
１

｜ＰＭ２５ｉ－ＰＭ２５ｊ｜
×１
ｄ２ｉｊ

（ｉ≠ｊ）

０ （ｉ＝ｊ
{

）

（５）

（３）基于污染物－地理距离－社会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权重设置。根据污染物－
社会经济因素 －地理距离空间关联网络识别结果构建权重 Ｗ４。其中，ＰＭ２５、ｐ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为各城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均值，ｄ为城市之间距离，且对角线元素全为０
（即ｉ＝ｊ时，ｗｉｊ＝０）。

ｗｉｊ＝
１

｜ＰＭ２５ｉ－ＰＭ２５ｊ｜
× １
｜ｐｇｄｐｉ－ｐｇｄｐｊ｜

×１
ｄ２ｉｊ

（ｉ≠ｊ）

０ （ｉ＝ｊ
{

）

（６）

（四）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雾霾污染，各项雾霾污染物中 ＰＭ２５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中国区域雾

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 （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且具有构成复杂、传输距离长等特点
（Ｅｎｇ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ｌｅｎｃｓéｒ，２０１０；Ｌüｔ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Ｍ２５浓度作为雾霾污染的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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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较好地反映雾霾污染状况 （马丽梅、张晓，２０１４；黄寿峰，２０１７）。因此本文选
择ＰＭ２５浓度作为雾霾污染的代理变量。
２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 （ｐｇｄｐ）。通常认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可以很好地体现一个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环境库兹涅茨

假说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型曲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
而在空间关联网络下，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究竟呈现何种关系，目前尚无定

论，因此本文还将考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二次项，综合考察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的

关系。

３控制变量
（１）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ｓ）。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越活跃，能源

消费和污染排放随之增多，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也就越大 （杨冕、王银，２０１７）。因
此本文采用各城市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数作为人口密度的代理变量，并预期其系数为

正。（２）产业结构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第二产业的化石燃料燃烧及建筑扬尘等是雾霾污染
的重要来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工业能耗规模高于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剧

了雾霾污染。因此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来反映产业结构对雾霾
污染的影响，并预期其系数为正。（３）技术进步 （ｒｄｉｎｔ）。科技进步尤其是绿色科
技的发展无疑为雾霾污染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本文选取各城市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并预期其系数为负。

（４）能源强度 （ｅｎｅｒｉｎ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高污染、高耗能，给环境造
成了严峻的压力，存在能源强度大、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这也是雾霾污染的主

要诱因之一 （马丽梅等，２０１６）。因此本文采用万元ＧＤＰ能耗，即能源消费量与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能源强度的代理变量，并预期其系数为正。（５）对外开放
（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对于雾霾污染的影响，现有研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
部分研究发现 ＦＤＩ对我国雾霾污染表现出显著的 “叠加效应”和 “溢出效应”（严

雅雪、齐绍洲，２０１７ａ）；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针对雾霾污染的 “环境避难所”假说

在我国不成立，ＦＤＩ对我国雾霾污染具有改善作用 （邵帅等，２０１６）。因此本文选
择各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对外开放的代理变量，进一步

考察在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对外开放对雾霾污染的影响。（６）自然因素。气象
等自然因素也是影响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考虑到低温和无风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不利于雾霾污染的改善，因此本文引入低温天气 （ｌｏｗｔｅｍｐ）和有风天气 （ｗｉｎｄ）
两个自然因素变量。其中，最高气温低于５℃且最低气温低于０℃的天气占比作为
低温天气的代理变量，并预期其系数为正；有持续风向且风力大于等于三级的天气

占比作为有风天气的代理变量，并预期其系数为正。所有变量详细定义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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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详细定义

解释变量 代理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经济发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 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口密度 — ｐｏｐｄｅｎｓ 各城市人口规模与地区面积比值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各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技术进步 研发强度 ｒｄｉｎｔ 各城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能源强度 万元ＧＤＰ能耗 ｅｎｅｒｉｎｔ 各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对外开放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各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低温天气 低温频率 ｌｏｗｔｅｍｐ 各城市最高温低于５℃且最低温低于０℃的天气年均发生频数

有风天气 有风频率 ｗｉｎｄ 各城市有持续风向且风力大于等于三级的天气年均发生频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样本数据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时发布１４３６个国控站点的ＰＭ２５等雾霾污染物监测信息，

然而该网站仅提供一小时内的监测数据，无法从中获得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为

保证雾霾污染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择使用官方监测站点每小时数据计算各城市

日报数据。然而由于数据是基于页面形式的，并未直接提供下载链接且数据量庞

大，人工采集的方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出错，很难满足需要。为了更快捷准

确地获得数据，本文选择在 Ｒ语言平台下利用 ｒｖｅｓｔ、ＲＣｕｒｌ等工具实现网络爬虫
技术，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页面中抓取数据，最终构建以ＰＭ２５为主的雾霾污染
数据库，为雾霾污染研究创造了条件。①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他自然因素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

网。

四、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整体特征及其微观模式

（一）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形态

本文根据四种关联网络构建方法识别了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果如图２
所示。由图２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均呈现复杂
性、全局性和集聚性的特征。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纵横交错，样本城市间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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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采集各监测站点每小时ＰＭ２５浓度数据，计算出每个城市所有监测站点的 ＰＭ２５浓度平均值，然后

根据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技术规定 （试行）》（ＨＪ６３３—２０１２）中的日报发布标准，计算得到各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的日报数据。



在普遍的空间关联效应，这种关联效应不仅仅局限在样本城市周边区域，长距离传

输使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仍可能存在紧密的空间关联。无论雾霾污染的关联网络呈

现何种形态，中东部地区城市间雾霾污染均存在最为密切的空间关联，并呈现明显

的集聚特征。

图２　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

注：Ｎ１、Ｎ２、Ｎ３和Ｎ４分别为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污染物－地理距离和污染物－

地理距离－社会经济关联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特征和微观模式

１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究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本部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法，从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效率和网络交互性四个维度进行刻画，结果如表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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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特征指标

指标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网络密度 ０２５５ ０１８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７
网络关联度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网络效率 ０７４９ ０８１３ ０９０４ ０９３４
网络交互性 ０７３６ ０８２７ ０９３８ ０９４１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从网络密度来看，四种关联网络的密度分别为０２５５、０１８５、０１０２和００８７，
除Ｎ４外其他三个网络的密度均超过０１，网络密度较大，说明雾霾污染空间关联较
为紧密，其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较大。网络关联度均为１０００，这
意味着空间关联网络具有较强的连通性与通达性，城市之间雾霾污染存在普遍的空间

交互影响。网络效率均超过０７，空间关联网络存在冗余交互影响，这表明雾霾污染
的空间溢出存在明显多重叠加现象，网络结构较为稳定。网络交互性均大于０７，说
明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并非单方面而是双向的溢出。

２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微观模式
为了探究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微观模式，本文进一步利用模体分析统计空间关联

网络中反复出现的局部结构，并基于空间关联网络的１阶零模型进行２０００次模拟，通过
对网络中某种模体真实出现的频率与模拟过程中出现的频率进行比较，以判断该模体在空

间关联网络中是否显著 （Ｐ值＝１，表示不显著；Ｐ值＝０，表示显著），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模体分析

代码 模体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频次 Ｚ得分 频次 Ｚ得分 频次 Ｚ得分 频次 Ｚ得分
Ｆ８Ｒ １５７０ －１８３４ １０５４ －１３４９ ８５２ －７３３２ ６７９ －５８８８
Ｆ７Ｆ １５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６４ ０００ ８６５ ０００ ６５８ ０００
ＧＣＲ １５８４ 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０７ ０００ ６５７ ０００
ＦＫＸ １２７２ １００４７ ７１７ ３０７４ ５９６ ２３８０８ ４２２ ８２６１
Ｆ８Ｘ １２６８ １６７７ ７０３ １３５６ ５８１ 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４９４２
ＧＣＸ １２６６ １９２３ ７０７ １３９９ ６１６ ６９５５ ３６６ ５４４７
ＧＯＸ １２３４ ２２７６ ６８７ ２２０８ ５０４ １１１８１ ２３５ ２８１１
ＩＭＦ １０２３ ３３１１ ５００ １９６２ ３７６ ２７８６８ ２０２ １２６９７
ＪＱＦ １０５３ ４１３４ ５０７ ２１２５ ４２８ ２７９３４ ２５８ １４０９１
ＦＭＦ １０８８ ３９３９ ４９８ ２００５ ４３３ ２６５８０ ２４０ １２４８３
ＧＤＦ １１３９ ２０１０ ５１４ １４９０ ４３２ ２４８９９ ２１１ ２１０６７
ＧＱＸ ９０５ ３３２５ ３８５ １７１１ ３０７ ８７３５３ １５５ ４３３７７
Ｋ４Ｆ ８０８ ３３１２ ３１０ １５３６ ２４８ １４１３５５ ７８ ６９２７７

　　注：表示显著 （Ｐ值＝０）。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８２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由表４可知，模体Ｆ８Ｒ、Ｆ７Ｆ和 ＧＣＲ在四种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出现频率
均最高，但均不显著，即在真实网络中出现的频次低于在其１阶零模型中出现的平均
频次，表明其存在与否对于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造成

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三种模体体现了不平衡的空间溢出模式，即一个城市

和另外两个城市间只有溢出或被溢出的关系 （如Ｆ７Ｆ和ＧＣＲ），表明模体结构中缺乏
交互关系或传递三角形结构，而这与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现

实状况矛盾。ＦＫＸ、Ｆ８Ｘ、ＧＣＸ等模体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显著存在，且出现频率较
高。其中，ＦＫＸ存在节点间的传递三角形结构，同时在四种空间关联网络中的 Ｚ得
分也最高，表明在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中，城市间的最重要的连通方式是模体

ＦＫＸ的形式。模体Ｆ８Ｘ和ＧＣＸ在关联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模体ＦＫＸ，主要是因
为其存在节点间的交互关系。上述结果充分表明关系的传递性以及交互性对于雾霾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及结构特征存在重要影响。出现频率最低的是ＧＱＸ和Ｋ４Ｆ两
类模体，不过这两类模体的 Ｐ值仍显著，表明这些模体可能仅在网络的某些局部结
构发挥了一定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这两类模体中存在过多的交互关系，而尽管雾霾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 “集团化”特征，但是部分城市间的交互影响关系

是非对称的，某些城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仅仅扮演发出者或接收者，即模体 ＧＱＸ和
Ｋ４Ｆ所描述的高度交互倾向与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区域集团化特征的现实
状况并不相符。

五、雾霾污染关键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客观事实描述

总体来看，我国的雾霾污染治理已取得了一定成效①，但是污染状况尚未得到有

效遏制，局部地区污染依然严重，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为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实际状

况和变化趋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本文基于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中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和日均浓度限值，划分为５个月均浓度范围区间，进一步分析样本时
期内各区间城市数量，结果如图３所示。（１）从每年度纵向比较的结果来看，每年
５～９月是雾霾污染程度较轻的时期，多达９０％的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小于７５μｇ／ｍ

３，其中

８月份最低。而每年的１～３月和１１～１２月是雾霾污染较为严重的时期，３０％以上的
城市ＰＭ２５浓度高于７５μｇ／ｍ

３，１月和１２月比例甚至超过５０％。２０１４年１月甚至有超

过５０％的城市雾霾污染处于浓度高于１００μｇ／ｍ３的极高污染区间。（２）从各年度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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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７４个重点监测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７４２％，比２０１５年上升３％，
比２０１３年上升１３％；平均超标天数为２５８％，其中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１８１％，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１４％，比
２０１３年降低４８％；重度污染天气比例为２４％，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０８％，比２０１３年降低３８％；严重污染天数比
例为０６％，与２０１５年持平。



比较的结果来看，总体而言，雾霾污染情况有所改善，月均浓度低于３５μｇ／ｍ３的城市
平均占比由２０１４年的２０８９％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９６４％，并进一步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
３７６０％。月均浓度高于７５μｇ／ｍ３的城市平均占比分别为２５１０％、１８５４％和１４０１％，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呈现改善的趋势，但仍存在反弹的现

象。如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高污染区城市占比为３５％，２０１５年下降到２６８８％，２０１６年又上
升到２８１３％。这表明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必须常抓不懈。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ＰＭ２５浓度月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刻画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空间统计中常用的空间相

关性检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ＥＳＤＡ），考察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
间集聚特征。

１全局空间相关性
全局空间相关性通常应用于分析空间数据的整体分布特征，一般通过 ＭｏｒａｎｓＩ

和ＧｅａｒｙｓＣ进行刻画。① 本文测算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６０个城市ＰＭ２５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和ＧｅａｒｙｓＣ值 （见表５）。结果显示，在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ＭｏｒａｎｓＩ均为正，
ＧｅａｒｙｓＣ全部小于１，且二者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中国的雾霾污
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显著的 “高－高”型和 “低－低”型集聚。
因此，在对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时要充分考虑雾霾污染的空间特

征，否则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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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给出ＭｏｒａｎｓＩ和ＧｅａｒｙｓＣ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５　中国城市ＰＭ２５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和ＧｅａｒｙｓＣ值

年份
权重矩阵Ｗ１ 权重矩阵Ｗ２ 权重矩阵Ｗ３ 权重矩阵Ｗ４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ＧｅａｒｙｓＣ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ＧｅａｒｙｓＣ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ＧｅａｒｙｓＣ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ＧｅａｒｙｓＣ

２０１４ ０３７８ ０６３５ ０４９４ ０６３２ ０８２２ ０１４５ ０４７８ ０５１６

２０１５ ０３６４ ０６２６ ０５０２ ０５９４ ０８５８ ０１１６ ０５４３ ０４６７

２０１６ ０３９８ ０６０６ ０５３８ ０５８８ ０８４３ ０１２５ ０５４８ ０４６８

　　注：表示在１％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局域空间相关性
刻画局域空间相关性通常使用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本文绘制了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

２０１６年ＰＭ２５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①，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１６年中国ＰＭ２５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由图４可以发现，在四种空间权重下，绝大多数城市均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
限，进一步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即对于雾霾污染

较严重的城市来说，通常会存在一个或者多个雾霾污染较严重的城市与之存在空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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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未给出。



联；同理，对于雾霾污染较轻微的城市来说，通常会存在一个或多个雾霾污染较轻微

的城市与之空间关联。我们重点关注高 －高型集聚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四种空间权重
下的城市数量均超过６０个，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山
西、陕西和安徽等省市，说明我国高雾霾污染的集团主要聚集于中东部地区。从动态

趋势上来看，以Ｗ４为例，处于高污染集团的城市２０１４年为６７个，２０１５年减少为６５
个，２０１６年减少为６０个。７个城市相继退出高污染集团，说明雾霾污染治理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是效果不太显著，仍有大量城市留在高污染集团中。

３双变量莫兰检验 （ＢｉｖａｒｉｔｅＭｏｒａｎ）
为进一步刻画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进行双变量自相关分析，其指数可表示为：

Ｉｋｌ＝
Ｚ′ｋＷＺｌ
Ｚ′ｋＺｋ

（７）

式 （７）中，Ｚｋ表示标准化的Ｙｋ值 （被解释变量），Ｚｌ表示标准化的Ｘｌ值 （解释

变量），即Ｚｋ＝［Ｙｋ－μｋ］／σｋ，Ｚｌ＝［Ｘｌ－μｌ］／σｌ，Ｙｋ和Ｘｌ表示对应值，μｋ和μｌ表
示均值，σｋ和σｌ表示对应值的方差，Ｗ为行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在实证检验
前首先进行雾霾污染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双变量莫兰检验，若影响因素与雾霾污染之间

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则加入空间杜宾项；反之若影响因素与雾霾污染之间没有显著的

空间相关性，则在模型中不加入空间杜宾项。双变量ＭｏｒａｎｓＩ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双变量ＭｏｒａｎｓＩ结果

变量
权重矩阵：Ｗ１ 权重矩阵：Ｗ２ 权重矩阵：Ｗ３ 权重矩阵：Ｗ４

Ｂ－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１ Ｂ－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１ Ｂ－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１ Ｂ－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１
ＰＭ２５—ｐｇｄｐ －０１５９ １ －００３８ １ －０１０７ １ －０１２６ １
ＰＭ２５—ｐｏｐｄｅｎｓ ０１４２ １ ０１２０ １ ０２８１ １ ０１６３ １
ＰＭ２５—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４ ０
ＰＭ２５—ｒｄｉｎｔ ００５５ １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ＰＭ２５—ｅｎｅｒｉｎｔ ０２１４ １ ０２８６ １ ０２２６ １ ０２１９ １
ＰＭ２５—ｆｄｉ ００７３ １ ００７２ １ ０１３１ １ ００７２ １

ＰＭ２５—ｌｏｗｔｅｍｐ ０２３３ １ ０３３１ １ ０３０６ １ ０２７６ １
ＰＭ２５—ｗｉｎｄ －００４８ １ ００４１ １ ０１９６ １ ０１２８ １

　　注：每个权重矩阵的第二列０／１表示是否添加空间杜宾项，若显著则添加，表示为１；若不显著则不添加，
表示为０。表示在１％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之前，要首先对模型进行选择性检验，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并

得到似然比ＬＲ。之后运用Ｗａｌｄ检验和ＬＲ检验对两个原假设进行检验，分别是 Ｈ０：
β＝０和Ｈ０：β＋αρ＝０。前者用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后者用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个原假设都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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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空间杜宾模型最优。同时，运用空间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表７报告了模型诊断检验结果。四种空间网络权重的 Ｗａｌｄ检验和 ＬＲ检验均显著地
拒绝了Ｈ０：β＝０和Ｈ０：β＋αρ＝０的原假设，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最优。四种权重的
空间杜宾模型的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均显著为正，拒绝了随机效应，即固定效应优于随机
效应。综上所述，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偏差修正的极大似然函数估计法，分别对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的动

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ＬｅｅａｎｄＹｕ，２０１０；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结果如表７
所示。其中，模型 （１）、（３）、（５）、（７）不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２）、（４）、（６）、
（８）包含控制变量。另外根据双变量莫兰检验的识别结果，模型 （２）包含空间滞后
项Ｗ·ｌｎ（ｐｇｄｐ）、Ｗ·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Ｗ·ｌｎ（ｒｄｉｎｔ）、Ｗ·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Ｗ·
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Ｗ·ｌｎ（ｆｄｉ）、Ｗ·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和 Ｗ·ｌｎ（ｗｉｎｄ），模型 （４）、（６）、
（８）包含Ｗ·ｌｎ（ｐｇｄｐ）、Ｗ·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Ｗ·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Ｗ·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
Ｗ·ｌｎ（ｆｄｉ）、Ｗ·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和Ｗ·ｌｎ（ｗｉｎｄ）。

表７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权重矩阵：Ｗ１ 权重矩阵：Ｗ２ 权重矩阵：Ｗ３ 权重矩阵：Ｗ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ＰＭ２５）ｔ－１ １４０７ ０１２０ ０４１０ １２７１ ０３３７ ０５５９ ０６６４ ３２６４

Ｗ·ｌｎ（ＰＭ２５）ｔ－１ －３８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５ －０４９４ －０２１２ －４０５５ －００８８ －２９７４

Ｗ·ｌｎ（ＰＭ２５） １６６２ ０１９９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９ ０７８５ １３４６ ０１３３ ３９９２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４ ０９２４

ｌｎ２（ｐｇｄｐ） －２０６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０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１ ０３５０

ｌｎ（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０１６６ ０２５９ ０５１９ ０６４８

ｌｎ（ｒｄｉｎｔ）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４ ０５２４
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９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３

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８

ｌｎ（ｗｉｎｄ） －０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９

Ｗ·ｌｎ（ｐｇｄｐ） ０４０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４ －０３９４

Ｗ·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１

Ｗ·ｌｎ（ｒｄｉｎｔ） ００５１

Ｗ·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７５１ ０２７６

Ｗ·ｌｎ（ｆｄｉ）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４

Ｗ·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０

Ｗ·ｌｎ（ｗｉｎｄ）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６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１３８８７ １７６５４ １７５４ ６５１８
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１４６１８ １２２４８ １７６６ ４１２５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６９８０ ４５１７ ２６６３ １５５９

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３３５０ ２２６６ ２２８２ ５８４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２１４２ １５５８ ８４３ ４１３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标准误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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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雾霾污染的时间滞后效应来看，在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 ｌｎ（ＰＭ２５）ｔ－１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滞后一期与当期的雾霾污染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充分说明中

国城市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 “惯性”特征。中国雾霾污染治理之路注定 “道阻且

长”，不能急于求成。雾霾污染治理是持久战，不能稍有改善就放松警惕，正如前文

所述，我国雾霾污染状况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弹现象，因此

雾霾污染治理应 “警钟长鸣”。其次从雾霾污染的空间滞后效应来看，根据表７，四
种空间网络权重方案中Ｗ·ｌｎ（ＰＭ２５）的系数均显著性为正，充分说明雾霾污染存
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即其他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提高会加重本城市的雾霾污染程度。
这与邵帅等 （２０１６）和黄寿峰 （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在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
雾霾污染呈现更加显著的扩散效应，城市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显著。这表明

雾霾污染治理 “单兵作战”是徒劳的，单个城市或少数城市的雾霾防控政策所起到

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只有进行有效的联防联控才能避免 “唇亡齿寒”状况的发生。

最后从雾霾污染的时空滞后效应来看，所有模型 Ｗ·ｌｎ（ＰＭ２５）ｔ－１的系数均显著为
负，表明与样本城市具有显著空间关联城市的前一期雾霾污染水平对当期样本城市雾

霾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降低作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目前雾霾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效

果初步显现，治理责任制和雾霾政绩考核的压力迫使样本城市转变原有 “逐底竞争”

的观念，避免成为 “负面典型”。下面根据回归结果，我们进一步对各影响因素展开

分析。

１经济发展 （ｐｇｄｐ）
首先对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在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经济发展

的一次项均为正、二次项均为负，且均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当不考虑
其他影响因素时，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在四种空间权重下均呈倒 Ｕ型曲线。符
合经典的ＥＫＣ假说，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雾霾污染水平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地，通过计算拐点，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城市均越过拐点。这一结

果表明，我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已经进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雾霾污染程度逐渐下

降的阶段，即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实现与雾霾污染脱钩，显然这与我国雾霾污染的现实

状况不符，因此我们考虑控制变量后进行参数估计。

根据表７，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考虑控制变量时，在前三种空间网络权
重下 （Ｗ１、Ｗ２和Ｗ３），经济发展的一次项均为负且不显著，二次项均显著为正，表
明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 Ｕ型曲线。通过计算拐点我们发现，在前三种空间
网络权重下，几乎所有城市均越过了拐点，说明我国几乎所有城市均进入雾霾高污染

集团，这显然不符合中国雾霾污染的实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前三种网络权重在识别

雾霾污染传导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污染因素和地理因素，而事实上雾霾污染是社会

经济问题，呈现十分复杂的关联关系，单纯考虑自然地理因素必然会造成结果的偏

误。这一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还原论和自然决定论的观点。而在空间网络权重

Ｗ４下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则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说明在 “自然因素 －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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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复合关联下，中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 “脱钩”阶段。但是，通过

进一步计算拐点值 （８９８５万元），我们发现在１６０个城市中仅有６５个城市越过这一
拐点，说明仅有少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转向负相关，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雾

霾高污染集团。上述发现表明，雾霾污染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问题，而在城市间经济

联系的框架下有助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协同治

理 （即 “２＋２６”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京津冀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又同时面
对雾霾污染严重的现实状况，具有共同利益。在中央权威的强有力领导下，通过落实

责任和强化考核等强有力的措施达成雾霾污染治理的初步成效。但雾霾污染治理是持

久战，不能稍有改善就放松警惕，应持续保持高压状态，进一步细化、优化雾霾治理

政策制度。

２控制变量
（１）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ｓ）。表７结果显示，在四种空间权重下，人口密度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密度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伴随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人口迅速集聚到大中城市，超过了城市环境的承载能力，引致化石能源消费

量的增加和交通拥堵等问题，间接加剧了城市雾霾污染。因此要在城市建设中对产业

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再分配，形成人口的有序布局，以减少对雾霾污染的正向效应。

（２）产业结构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在四种权重矩阵设定下，产业结构这一变量均显著为正，
说明产业结构中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的第二产业比例越高，雾霾污染状况越严

重。在经济发展的高质量阶段，推动产业结构的 “高级化”和 “绿色化”，有助于实

现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 “脱钩”效应，越过 “拐点”，成为治理雾霾污染的重要策

略。（３）技术进步 （ｒｄｉｎｔ）。在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研发强度对雾霾污染的作用不
显著，表明技术进步未能成为降低雾霾污染的有效因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 “回弹效应”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但未能达到能源消

耗减少的预期。（４）能源强度 （ｅｎｅｒｉｎｔ）。回归结果显示，能源强度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由于目前我国仍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万元 ＧＤＰ能耗越高，表明煤炭
的消耗量也就越多，而煤炭无疑是加剧雾霾污染的主要 “元凶”之一。因此，一方

面要在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加强节能减排，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鼓励

现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有效替代，以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降

低万元ＧＤＰ能耗。（５）对外开放 （ｆｄｉ）。回归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是雾霾污染的降
低因素，这与严雅雪和齐绍洲 （２０１７ｂ）的研究结论不同，但是与邵帅等 （２０１６）的
研究结论一致，即经济发展初期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这表明地方

政府在引进ＦＤＩ时提高了环境门槛，使得 ＦＤＩ在雾霾污染治理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６）自然因素。回归结果表明，低温天气会加剧雾霾污染，而有风天气则会减
轻雾霾污染程度。雾霾污染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气象等自然因素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是不可忽略的，但不能因此陷入 “宿命论”和 “等风来”，而应积极地投入雾霾污染

的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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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应分解

根据表７本文计算了各影响因素效应分解结果，如表８所示。① 在四种空间网络
权重下，同一因素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方向完全一致，这说明雾霾污染各影响因

素不仅在短期内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还具有较为深刻的长期影响。下面将具体讨论

各影响因素的效应在四种空间网络权重下的效应分解结果。人口密度无论是短期还是

长期，其直接效应均为正，间接效应均为负，表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剧本地区雾霾

污染同时减轻周边关联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这说明城市化将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形

成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从而弱化了其周边关联城市人口密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

应。具有 “三高”特征的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其对本地区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为正，

即加剧了本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减轻了其周边关联城市的

雾霾污染。这表明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伴随着粗放式的产业转移方式，即将重污染产

业转出，给承接地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雾霾污染这场持久战

中，没有一个城市能 “独善其身”，产业转移不是污染转移，这也不利于雾霾污染区域

协同治理。因此产业结构优化方式需向 “精细化”“高级化”发展，从而达到转出地和

承接地双赢的结果。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其效应分解结果也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从直接效应来看，能源强度的短期和长期直接效应均为正，表明万元ＧＤＰ能耗
越高，本地区雾霾污染越严重；而其间接效应为负，即本地区万元ＧＤＰ能耗的提高会
减轻其周边关联地区的雾霾污染。造成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万元ＧＤＰ能耗较高的
地区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程度，从而成为 “负面典型”，因而引起国家环保部门加大督

查力度和启动对当地官员的问责制度。与其存在密切关联的周边城市的政府则在环保政

绩考核的压力下，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从而有利于雾霾污染的改善。对外开放的效应分

解结果显示，其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值，表明ＦＤＩ不仅对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减轻
作用，其空间溢出效应也同样为负，这一结论与邵帅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一致。上述结
论可以利用 “示范效应”来解释，即随本地区ＦＤＩ准入门槛的提高，不但未形成 “污

染避难所效应”，反而通过引入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产品，有利于雾霾污染状况的改

进，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效应”，会带动周边关联城市对ＦＤＩ的甄别和筛选，从而有利
于雾霾污染的改善。自然因素的效应分解表明，低温会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而削减周边

关联城市的雾霾污染，而有风天气则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８　效应分解

权重 效应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ｌｎ（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ｌｎ（ｒｄｉｎｔ） 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 ｌｎ（ｗｉｎｄ）

Ｗ１

短期直接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短期间接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８ ０３５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长期直接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长期间接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４ ０２６９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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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效应分解结果是根据表７中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模型 （２）、（４）、（６）、（８）计算而得。



续表

权重 效应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ｓ）ｌｎ（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ｌｎ（ｒｄｉｎｔ） ｌｎ（ｅｎｅｒｉｎｔ）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ｌｏｗｔｅｍｐ） ｌｎ（ｗｉｎｄ）

Ｗ２

短期直接 ００７７ ０４５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短期间接 －００９７ －０２９４ ００６０ －０２０３ －０３４４ －０５６７ ０１１８
长期直接 ０１５５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长期间接 －００２７ －０２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Ｗ３

短期直接 ００２１ ０６５６ －００１８ ０７８８ －０２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２
短期间接 －０１９３ －０７７５ ００８２ －０５６０ －０４８９ －０１１７ ０３２９
长期直接 ００７３ ０９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长期间接 －００８２ －０３８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Ｗ４

短期直接 ００５８ ０３９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２
短期间接 －００２９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长期直接 ０５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６４５ ０６５２ －０３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８
长期间接 －０５４２ －０７３６ ０５４９ －０７８３ －０２９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８９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的精准识别是准确判断我国雾霾污染所处阶段，进而有的

放矢地实施治霾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的整体网络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何种空间关

联模式，雾霾污染均呈现空间关联网络形式，且网络具有紧密性、连通性和叠加性等

特征。微观模式结果表明，城市之间的雾霾污染呈现的传递三角形连通模式对雾霾污

染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但仍存在较多的非平衡交互模式，某些城市

在空间关联网络中仅仅扮演发出者或接收者。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有如下发现。一是在

不同的空间关联网络下，雾霾污染的 ＥＫＣ呈现不同的状态。在前三种空间网络权重
下，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 Ｕ型曲线，且几乎所有城市均越过拐点，表明中
国所有城市雾霾污染均处于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加剧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雾霾污

染的现实状况。而在本文选取的第四种空间网络权重 （Ｗ４）下，雾霾污染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符合ＥＫＣ经典假定，即存在倒 Ｕ型曲线。进一步计算拐点发现，超过
１／３的城市越过拐点，即经济发展对这些城市的雾霾污染有降低作用，但大部分城市
还未到达脱钩阶段。显然考虑社会经济关联而非纯自然关联的空间关联网络更符合中

国雾霾污染的现实状况，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还原论和自然决定论的观点。相较于

已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样本和检验方法得出了不同的 ＥＫＣ，本文则是基于相同的
样本数据和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空间关联网络情形下，得出不同的 ＥＫＣ，这也从一
个侧面体现了准确识别空间关联的重要性。二是雾霾污染的时间滞后效应表明中国雾

霾污染治理是一场持久战，需 “警钟长鸣”。空间滞后效应表明，雾霾污染治理要实

现区域协同而不是 “单兵作战”，只有进行有效的联防联控才能避免 “唇亡齿寒”状

况的发生。时空滞后效应表明雾霾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效果初步显现，各城市 “逐底

竞争”的观念有所转变。三是发现人口密度、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低温天气是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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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污染的增加因素，对外开放和有风天气是雾霾污染的降低因素，研发强度的提高并

未发挥出预期的减霾效果。以上结论为完善并实施更加有效的防控政策，切实打赢

“蓝天保卫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根据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网络具体特征，重构区域联防联控范围。雾霾污染

的治理要避免 “单兵作战”，区域联防联控是 “必由之路”，而联防联控范围的精准

定义是开展雾霾污染防控的首要一环。因此在充分考虑雾霾污染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城市间具体连通模式的基础上，应重新划定雾霾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的范围，并建立超

越行政区划的更高层级环保监管机构，不断强化中央权威，并在此前提下进行合理的

顶层设计。科学精准的治霾政策需要区域之间协同实施，只有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雾霾污染的区域协同治理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应不断强化联防联控各区域之

间的协同性，避免区域协同治理中 “搭便车”现象的产生。

第二，在经济合作框架下探索雾霾污染治理新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雾霾

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中，包含经济关联网络最符合中国雾霾污染的现实状况。因此，

在城市间经济合作的框架下，探索雾霾污染治理中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解决方案，有

助于协同治理的有序开展。雾霾污染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城市人

口，完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及产业承接转移平台建设，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促进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开发，推动绿色科技成果的转

化，进一步提高ＦＤＩ及绿色甄别。
第三，建立健全 “政府－市场－公众”三位一体的治理监督体系。雾霾污染治理

不仅仅需要政府转变传统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同时还要从科学的顶层设计入手，倒逼经

济结构转型调整，将雾霾污染指标列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建立污染治理负债表。加大

公共投入，雾霾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部分，需要政府财政支出。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环

保资金投入存在周期长、见效慢、利润薄的特点。因此，社会资本投资环保积极性不

高，只有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形成示范引领效应，才能盘活社会资金，为雾霾污染

治理提供资金、技术保障。建立企业环保账户，给予环保、节能等行为正评价，对于浪

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负评价，环保账户与企业信誉、银行贷款挂钩，形成良性

机制。加强社会监督，支持第三方监督，支持民间组织参与雾霾治理，鼓励以媒体、公

益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进行监督，降低政府监督成本，提高社会监督效果。

本文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囿于数据发布等原因，本文的样本考察期仅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样本考察范围仅为１６０个城市，这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我
国雾霾监测技术的发展，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准确性不断提高，今后我们会继续拓展这

一数据并验证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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