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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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函数测
度其对经济的影响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作者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

础上，提出了测算效率的合理指标，并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
数据为基础，利用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测算了中国２１个工业行业的绿色
技术效率，并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了不同因素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
现：（１）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效率总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行业之间差距较大；（３）根据
回归结果，研发投入和制度变量能显著影响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研发人

员对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有显著负影响，环境治理强度对低污染行业绿色

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对高污染行业有显著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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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改革开放的前３０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９９３％的高速增长，即使在２００８年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实际平均增速也达到了８１０％，工业作为中
国经济的主体，在这两个阶段的实际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１１５６％和８２０％。经济的
高速增长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也给环境造成了大量负面影响，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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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质量，也会降低经济实际增长速度，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和 Ｗｉｌｃｏｘｅｎ（１９９０）认为环
境污染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０１９％。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和 《中国环

境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数据，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消费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６７９９％，排
放出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分别占全国总排放的 ８３７３％、６３８０％和
８０１４％，但是工业增加值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４３％，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迅速增
长，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１６亿吨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３１１亿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和发展
绩效如何，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为了度量真实的经济发展效率，反映经济的绿色发展绩效，学者一般把能源和环

境因素考虑进来，把能源消耗作为新的投入要素，把环境污染变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或

“坏”产出来处理，因为不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不能正确考虑环境因素会给生产率度量

带来有偏的结果 （Ｎａｎｅ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有大量经济学者开始
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理论，测算对效率和生产率的影响。Ｐｉｔｔｍａｎ（１９８３）通过发展
Ｃａｖｅｓ等 （１９８２）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把环境因素 （非期望产出）纳入生产函数，

测算了威斯康星州造纸厂１９７６年的效率。此后，大量的学者把环境变量纳入到生产
模型中，估计对生产率和效率的影响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Ｃｏｅ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６）。

近十几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效率的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将环境和资源纳入中国工业和区域层面生产率和效率的研究。根据研究的内容和

结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主要是绿色生产率和绿色效率研究。胡晓珍和杨

龙 （２０１１）、李静和沈伟 （２０１２）、王兵和刘光天 （２０１５）、冯杰和张世秋 （２０１７）
分别测算了中国有关省份不同年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李玲和陶锋 （２０１２）测算
了中国２８个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王兵和黄人杰 （２０１４）测算了中国区域绿色
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蔡宁等 （２０１４）、原毅军和谢荣辉 （２０１６）分别
测算了中国有关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李斌等 （２０１３）、岳鸿飞等 （２０１８）分
别测算了中国３６个工业行业不同年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效率。第二类
主要是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涂正革和肖耿 （２００９）、涂正革和刘磊珂
（２０１１）分别测算了中国有关省份不同年份工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刘伟明和唐东
波 （２０１２）测度了中国有关省份工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李胜文
等 （２０１０）、王兵等 （２０１０）、齐亚伟和陶长琪 （２０１２）、匡远凤和彭代彦 （２０１２）、
李小胜等 （２０１４）分别估算了中国省际不同年份的环境效率以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吴茵茵等 （２０１８）估计了中国有关省份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曾贤刚 （２０１１）、宋马
林等 （２０１２）估算了中国有关省份的环境效率；李胜文等 （２０１３）估算和比较了中
国区域间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差距和技术效率；沈可挺和龚健健 （２０１１）估算了中
国高耗能产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陈黎明等 （２０１４）测算了２０１１年 “两横三纵”

城市化战略格局中６２个城市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陈诗一 （２０１０）测
度了中国工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类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研究，但没有在效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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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前面冠以 “环境”或 “绿色”。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测度了中国省级考虑环
境因素的技术效率；杨俊和邵汉华 （２００９）、陈茹等 （２０１０）、吴军等 （２０１０）、屈小
娥和席瑶 （２０１２）、梁俊和龙少波 （２０１５）分别测度了考虑环境因素和不考虑环境因
素的效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分析。

上述文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概念内涵模糊。目前大多数文献将考虑环境因素的效率称为环境效率，但

是环境效率的内涵很不统一。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认为环境效率是一个省份在保持投
入不变时，“好”产出增加和污染排放同时减少的潜力，李胜文等 （２０１０）认为环境
效率是一个省份在保持投入产出不变时，污染排放能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的潜力，王兵

等 （２０１０）则认为环境效率是一个省份 “好”产出增加，投入和污染排放同时减少

的潜力。本文认同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的解释，因为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在短期内一
个行业或省份的投入难以做大的调整，即投入难以改变，所以认为环境效率是投入不

变、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同时减少的潜力。

第二，根据生产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文献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存在遗漏 （见表

１），不符合生产的实际状况。一般来说，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或效率的文献中，投入指
标一般是资本和劳动，产出指标是增加值，考虑环境因素后，大部分文献投入指标增加

能源，产出指标增加非合意产出，合意产出指标应该是 “总产值”，而不是 “增加值”，

同时投入指标应该增加其他中间投入。这是因为能源是中间投入，考虑能源因素的同时

其他中间投入也应该考虑，因此选择投入产出指标时应按照图１的组合，而不是随意
选取，否则会造成指标的遗漏，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或效率值难免误差较大。①

第三，数据处理缺乏合理性。在工业行业的资本存量处理上，选择数据类型不合

适，例如直接采取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净值代替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值指的是固

定资产的原始价值或重置价值减去历年已计提折旧后的净额，主要用于企业计算盘

盈、盘亏和毁损固定资产的损益，该值并非企业实际投入生产的资本，且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折旧计提方法，对该指标值也会有较大的影响 （李双杰、李春琦，２０１８），即
固定资产净值是会计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同时，在劳动投入方面，有的学者

把从业人数和人力资本并用，造成劳动投入的重复。这些都会影响估算结果的可信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做出如下改进。首先，在模型设计上明确引入中间投入。根

据图１，选择的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产出指标包括总产值和非期望
产出。因为目前没有公开的各行业中间投入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准确性，只能用中

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中间投入数据，这样做的代价是减少了考察年份，但是保证了

数据的可靠性和生产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其次，对于行业资本存量的估算，采取了合

理的估算参数，并尽最大可能保持数据与现实情况相符合。同时，在分析文献时发现

研究地区工业环境绩效的文献非常多，研究工业各行业环境绩效的文献较少，研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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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认为在考虑环境因素时，最好选择图１中的Ａ组合，因为污染排放主要来自能源的利用过程。



响绿色效率因素的文献也较少，故本文以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为基础来研究分析中国

２１个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表１　部分典型文献的投入产出指标

学者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杨俊和邵汉华（２００９） 固定资产净值、劳动人数 地区工业增加值、ＳＯ２
王兵等（２０１０） 资本存量、劳动、能源 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Ｄ、ＳＯ２
陈诗一（２０１０） 资本存量、从业人员和能源 工业总产值、ＣＯ２
沈可挺和龚健健（２０１１） 固定资产净值、劳动人数 工业总产值、ＳＯ２
匡远凤和彭代彦（２０１２） 基础设施、市场化指数、资本存量、人力资本、ＣＯ２ 地区生产总值

李斌等（２０１３） 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能源
工业总产值、环境污染综合指

数、ＣＯ２

李小胜等（２０１４） 资本存量、能源、从业人员 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２、ＳＯ２
王兵和刘光天（２０１５） 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 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Ｄ、ＳＯ２
原毅军和谢荣辉（２０１６） 固定资产投资净值、城镇单位从业人员、能源 地区工业总产值、ＣＯ２
冯杰和张世秋（２０１７） 资本存量、能源、从业人员 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Ｄ、ＳＯ２
吴茵茵等（２０１８） 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能源、工业废气 地区工业增加值

　　注：表示ＣＯ２排放量的数据来源相对复杂，因为不仅化石燃料燃烧的过程中排放ＣＯ２，水泥生产过程也

排放ＣＯ２，而大部分文献中只是测算了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排放的ＣＯ２，没有估算水泥生产过程排放的ＣＯ２，因此

估计的ＣＯ２偏低；表示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综合成环境污染综合指

数来衡量环境污染排放非期望产出。

图１　投入和产出的对应关系

二、测算模型

（一）绿色技术效率模型

测算绿色效率的常用模型包括ＳＢＭ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前两种方法属于非参数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属于参数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常

常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而此函数在处理３个及以上的投入时会变得非常复杂，且
对多个产出难以进行处理，计算时繁杂，可操作性差，而 ＤＥＡ模型能够处理多产出
的问题，因此计算多投入多产出效率时ＤＥＡ模型具有优势。基于ＤＥＡ的非参数方法
具有不需要价格信息、不用预设生产函数形式、无须对误差项的概率分布进行强假设

等优点，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周五七，２０１５）。而ＳＢＭ模型是非径向非角度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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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Ｔｏｎｅ，２００１），不仅综合考虑了各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还
提供了松弛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应用。与传统的 ＣＣＲ和
ＢＣＣ模型相比较，ＳＢＭ模型不仅解决了投入松弛的问题，还解决了非期望产出存在
下的效率问题，并且ＳＢＭ模型属于ＤＥＡ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度量方法，从而避
免了径向和角度选择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所以，它比其他模型更能体现效率评价

的本质 （李静，２００８；涂正革、刘磊珂，２０１１）。Ｆｒｅ等 （２００４）提出的径向产出角
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问题，难以保证测算结果无偏。

用ＳＢＭ模型测度绿色效率已是成熟的方法，鉴于此原因，本文在 Ｔｏｎｅ提出的 ＳＢＭ
模型基础上构造了基于产出角度的 ＳＢＭ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此模型是指在不
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期望产出，同时减少 （不增加）非期望产出，这样

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这一点与其他文献不同，王兵等 （２０１０）、涂正
革和刘磊珂 （２０１１）、李斌等 （２０１３）是用 ＳＢＭ模型测算环境效率，本文采用的模
型符合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对环境效率的定义，符合绿色发展的观念。

当然，ＳＢＭ模型也不是完美的，缺陷主要在于 Ｔｏｎｅ构造的指标 ρ，其经济含义
理解和解释比较困难，而传统的ＤＥＡ方法或方向性距离函数中的效率指标便于考察
和理解。根据Ｃｈｕｎｇ等 （１９９７）提出的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函数，本文将每一个工业
行业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构造每一个时期的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假设有ｎ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对应的投入向量矩阵为Ｘ＝（ｘｉｊ）∈Ｒ

＋
ｎ×ｍ，期望产出对应的向量矩阵是

Ｙｇ＝（ｙｇｉｊ）∈Ｒ
＋
ｕ×ｍ，非期望产出对应的向量矩阵是 Ｙ

ｂ＝（ｙｂｉｊ）∈Ｒ
＋
ｖ×ｍ，并且 Ｘ＞０，

Ｙ＞０。当生产可能性集Ｐ（ｘ）满足闭集和凸集、联合弱可处置性、零结合性、投入的
自由可处置性和期望产出的强可处置性四个特性时，① 则包含环境的技术效率模型为：

Ｐ（ｘ）＝｛（ｘ，ｙｇ，ｙｂ）｜ｘ≥Ｘλ，ｙｇ≤Ｙｇλ，ｙｂ≥Ｙｂλ，∑ｍ

ｉ＝１
λ＝１，λ≥０｝ （１）

本文在Ｔｏｎｅ（２００３）定义的非期望产出的ＳＢＭ效率测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
基于产出角度的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

ｍｉｎρ＝ １

１＋ １
ｕ＋ｖ∑

ｕ

ｊ＝１

ｓｇｊ
ｙｇｊ０
＋∑ｖ

ｊ＝１

ｓｂｊ
ｙｂｊ

( )
０

（２）

ｓｔ

ｙｇ０－Ｙ
ｇλ＋ｓｇ ＝０

ｙｂ０－Ｙ
ｂλ－ｓｂ ＝０

ｓｇ≥０，ｓｂ≥０，λ≥０，∑λ＝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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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Ｃｈｕｎｇ等 （１９９７）的定义，对于Ｐ（ｘ），联合弱可处置性 （ＪｏｉｎｔｌｙＷｅａｋ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ｉｌｉｔｙ）是指在一定
的投入水平下，降低非期望产出需要付出成本，非期望产出减少的同时期望产出相应减少；零结合性 （Ｎｕｌｌ
ｊｏｉｎｔｎｅｓｓ）是指没有非期望产出就没有期望产出。如果ｘ′≥ｘ，那么Ｐ（ｘ′）瓡Ｐ（ｘ），说明投入要素ｘ具有自由
可处置性；如果 （ｙｇ，ｙｂ）∈Ｐ（ｘ），且ｙｇ′≤ｙｇ，那么 （ｙｇ′，ｙｂ）∈Ｐ（ｘ），说明期望产出ｙｇ是强可处置的。



其中，λ是横截面的权重向量，∑λ＝１表示规模报酬可变。ｓ表示产出的松弛变
量，ｊ表示产出的个数，ｕ表示期望产出的个数，ｖ表示非期望产出的个数。目标函数
ρ∈ ［０，１］，当且仅当ρ＝１时，被评价的决策单元是有效率的，松弛变量为０。需要
指出的是，本文构建的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是一个测算相对效率的ＤＥＡ静态模型。

本文用这个模型测度中国工业２１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并进行分析。
（二）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
Ｔｏｂｉｔ模型自从 １９５８年被提出以来 （Ｔｏｂｉｎ，１９５８），已得到广泛应用 （韩晶，

２００８；于晓宇、谢富纪，２０１１；曾贤刚，２０１１；胡根华、秦嗣毅，２０１２；刘建翠、郑
世林，２０１８）。Ｔｏｂｉｔ模型考察因变量受限制的回归，也就是说解释变量是可观测的，
被解释变量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被观测到。从经济学意义上讲，ＳＢＭ模型得出的效
率值属于 （０，１］，因此是受限变量，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会给参数估计
带来有偏和不一致 （涂俊、吴贵生，２００６；于晓宇、谢富纪，２０１１；孙东，２０１４）。
本文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来分析工业各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ｙｉ ＝βＸｉ＋μｉ
ｙｉ＝ｙｉ　ｉｆ　ｙｉ ＞０

ｙｉ＝０　 ｉｆ　ｙｉ ≤
{

０

（３）

其中，ｙｉ为潜变量，ｙｉ为观察到的因变量，Ｘｉ为自变量向量，β为相关系数向
量，μｉ为独立的，且μｉ～Ｎ（０，σ

２），因此ｙｉ～Ｎ（Ｘｉβ，σ
２），独立同分布。

三、数据准备和处理

本文将工业部门２１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见表３），因为各工业行业的中间投入
数据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来估算的，而我国正式的投入产出表是从１９８７年才开始编制，
但是２１个部门的环境污染数据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有详细的数据，所以我们将初始期定为
２００２年。因为中国投入产出表是 “每５年编一次全国表 （逢２、７年度），每两个编
表年间修正一次 （逢０、５年度）”，本文考察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６个时间段环境影响下的技术效率。本文经济数据基准年是１９９０
年，即折算为１９９０年不变价。

（一）投入

１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估算。中国目前还没有公布官方的资本存量资料，更没有行
业资本存量。对于工业资本存量的估计，一般采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

ＣＳｔ＝ＣＳｔ－１（１－δｉ）＋ＩＮＶｉｔ （４）

其中，ｉ代表行业，ｔ代表年份，ＣＳｔ－１和ＣＳｔ分别是第ｉ行业在第ｔ－１年和第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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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存量，ＩＮＶｉｔ是第ｉ行业第ｔ年的不变价投资，δｉ是第ｉ行业的折旧率。《中国统
计年鉴》里面可以查到２００２年以来每年各个行业规模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总
投资额，根据工业各行业规模以上的投资占规模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与工

业总投资额相乘得到各个行业的全部投资额，将其按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

减即得到ＩＮＶｉｔ，其他数据必须进行估算。
关于折旧率的取值，文献之间并不相同，相差较大，一般在４％和１０％之间，本

文为了接近实际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各个行业的折旧率按照徐杰等 （２０１０）的方法
计算，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资本存量从１９８０年开始计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数据来
自龚飞鸿等 （２００９），对于初始资本存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
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有详细的说明，本文不再介绍。２００２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劳动力投入。严格来说，劳动力投入应该不仅要考虑劳动的时间，也要考虑劳
动的效率。但是中国目前的收入不能合理地反映劳动质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

确性，本文选择工业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代表劳动力投入，但是统计年鉴只

有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年平均用工人数”，本文以此数据为基准，根据采掘业和制造业数

据进行匹配得到全部从业人员人数。数据根据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３中间投入。中间投入来自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用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平减为１９９０年不变价。

（二）产出

１合意产出。按照图１，合意产出选择总产值，各个行业总产值来自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用工业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为１９９０年不变价。
２非合意产出。非合意产出是考虑环境因素下的效率与传统效率的重要区别之

一。我国环境污染管制的典型污染物和主要控制对象包括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ＳＯ２），本文也与大多数学者研究相同 （吴军等，２０１０；
王兵等，２０１０），选择ＳＯ２和ＣＯＤ作为非合意指标，数据来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和 《中国环境年鉴》，并利用线性转换方法转换非合意产出 （曾贤刚，２０１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２１个工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的描述统计

变量 单位 个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资本 亿元 １２６ ４８５４１３０ １２１０９ ６２１４５６ ８７１６１２
劳动力 万人 １２６ ２１００５９ ５２３１ ７５８１８ ５１５０３
中间投入 亿元 １２６ ７００１１９２ ２９３３７ ８２０００３ ９８３５６９
总产值 亿元 １２６ １８０３５１７１ ７２３１６ ２４９３１７６ ３０９６３０８
ＳＯ２ 万吨 １２６ １１６９５８ ００９ ８０６４ １９８３４
ＣＯＤ 万吨 １２６ ３４６８３ ０３０ ４５７９ ７２９０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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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实证分析

（一）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分析

总体看来，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的测算结果表明 （见表３），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平均值是０５６４，
说明在现有的资源投入和技术条件下，还有４３６％的提升空间，因为对污染物的处
理需要消耗额外的投入，生产过程的转换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期望产出损失，这被认

为是环境监管的机会成本 （袁鹏、程施，２０１１），也被认为是环境发展绩效的提升潜
力或潜在期望产出的损失程度。工业各行业应该通过加强制度创新、优化组织结构和

内部管理、提高组织管理水平等手段来改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

技术潜力，促进效率提高。

在不同的年份，从工业各个行业来看，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见表３）。因此本文根据各个行业单位产值排放的 ＳＯ２和 ＣＯＤ与工业平均水平进行
对比，分为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低污染行业包括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金属

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工艺

品及其他制造业８个行业，其余１３个行业是高污染行业。据此分析行业绿色技术效
率变化情况。

表３　工业各行业绿色技术效率

行业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

高污染行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８６５ ０３９９ ０５３９ ０３９４ ０３６５ ０３７８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１ ０５６４ ０５０６ ０５１０ ０５９０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０５１２ ０４４３ ０４２６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４ ０３７１

　纺织业 ０３９３ ０３２５ ０３４４ ０３６３ ０３７８ ０３９４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０５６５ ０４１４ ０３８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６４ ０３３６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５３０ ０４１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１１ ０４４６ ０４０９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５４２ ０５１２ ０４８２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３ ０６１３

　化学工业 １０００ ０３６７ ０３６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６ ０３７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４１５ ０３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４２６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２ ０３４５ ０３６９ ０３９８

　电力、热力、燃气和自来水业 ０３４９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８ ０２９７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２

　高污染行业均值 ０６１３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８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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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

低污染行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３ ０５２２ ０４５８ ０４７１ ０４３３
　金属制品业 ０８０４ ０６４４ ０５１２ ０４５７ ０４６８ ０４４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５２８ ０４８８ ０４６２ ０４２５ ０４０７ ０３７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５４７ ０５６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１１ ０５８６ ０５５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０ ０５５９ ０５２１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低污染行业均值 ０８３３ ０７０３ ０６７４ ０６４０ ０６３２ ０６１１
全行业均值 ０６８９ ０５３９ ０５５９ ０５３８ ０５３９ ０５３６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二）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高污染１３个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年度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见表

３），说明高污染行业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图２，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的绿色技术效率
均值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

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５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值高于高污染行
业的均值，其余８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值低于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均值，电
力、热力、燃气和自来水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值只有０２９１，不仅在高污染行业中最低，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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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１个行业中也是最低的。
从１３个高污染行业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两个行业

的绿色技术效率值均为１，说明这两个行业已在技术前沿面，如果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
效率必须进行技术革新，依靠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前沿面外移。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三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余８
个行业绿色技术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提高这些行业的组织管理水平和改变其管理方

式，提高资源配置能力，适当加强环境规制，提高技术能力迫在眉睫。这也意味着这些

行业考虑绿色技术效率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改善组织规模、优化组织结构、深化制

度创新、加强内部管理、改变管理方法、提升管理水平等手段，最大限度发挥技术潜力，

促使高污染行业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向技术前沿面移动，从而提高绿色技术效率。

（三）低污染行业技术效率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低污染８个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年度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见表

３），说明低污染行业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图３，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的绿色技术
效率均值来看，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３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值大于低污染行业的
均值，而这３个行业始终处于前沿面，说明这３个行业提高了低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效
率均值，而金属制品业等５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值拉低了低污染行业的均值。从
８个低污染行业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３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值均为１，说明这３个行业
已在技术前沿面，唯有进行技术革新，依靠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前沿面外移，才能提高绿

色技术效率。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其正在逼

近技术前沿面，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４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说明这
些行业在远离技术前沿面，有必要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措施，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提

高管理组织水平，提高技术能力，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提高绿色技术效率。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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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可知，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的年度均值高于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
率的均值，说明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更有效果，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污染行业的清洁

生产技术和工艺更容易获得和推广，更有利于抵消环境规制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

力。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５个行业始终处于技术前沿面外，其余１６个行业中
有１２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总体呈下降态势，或许是因为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深入实
施，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成本越来越大，企业难以有开发环保技术的动力。对此，

这些行业应该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研发及应用环节的税

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力度 （吴茵茵等，２０１８），并采取适当严厉的环境估值策略，提高
这些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

（四）与其他文献结果的对比

进行效率对比时，由于采取的数据、数据处理方法和模型不同，计算结果有较大

差异。鉴于目前的文献多数是测度区域工业的绿色技术效率，与本文的结果没有可比

性，在测算中国工业行业的文献中，比较接近的有徐晔 （２０１２）用方向性距离函数
测算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中国２８个制造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本文选择相同的年份和行业
进行简单对比 （见表４）。

表４　绿色技术效率计算结果对比

行业
徐晔（２０１２） 本文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２ ０４８２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３ ０６１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５４０ ０５７０ ０５２０ ０４１５ ０３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金属制品业 ０７００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０ ０６４４ ０５１２ ０４５７ ０４６８ ０４４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６６０ ０７２０ ０７８０ ０５４７ ０５６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１１ ０５８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７７０ ０８１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０ ０５５９ ０５２１ ０４８１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８５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含废品废料） ０８１０ ０８２０ ０８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徐晔 （２０１２）、作者计算。

表４显示，徐晔 （２０１２）的计算结果只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２个行业处于行业前沿面上；本文的计算结果
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工

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３个行业处于行业前沿面上。对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徐晔
（２０１２）的计算结果是总体呈下降趋势，本文的计算结果是总体呈上升趋势。对于金
属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徐晔 （２０１２）的计算结果是总体呈上升趋势，
本文的计算结果是总体呈下降趋势。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徐晔 （２０１２）和本
文的计算结果均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行业计算结果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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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数据不同，本文的投入包括资本 （资本存量）、劳动 （年平均从业人数）和中间

投入，产出是总产值、ＳＯ２和ＣＯＤ，徐晔 （２０１２）的投入包括资本 （固定资产净值）

和劳动 （年平均从业人数），产出是工业总产值和 ＳＯ２，投入和产出数据不同，计算
的结果也就不同； （２）采取的模型不同，本文用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徐晔
（２０１２）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这两种方法的不同在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五、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检验模型和变量解释

经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目前的测算

方法和手段，难以准确测量某一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实际影响程度，但是可以测算不同

因素对其的影响方向，所以本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测算各因素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
本文构建了以下的面板数据Ｔｏｂｉｔ模型：

ＥＴＣｉ，ｔ＝α０＋α１ＲＤｉ，ｔ＋α２ＲＤＨｉ，ｔ＋α３ＷＳｉ，ｔ＋α４ＬＮＳＴｉ，ｔ＋α５ＥＣｉ，ｔ＋εｉ，ｔ （５）

公式 （５）中，α０是截距，ｉ表示某个行业，ｔ代表时间；ＥＴＣ是考虑环境因素的
技术效率，ＲＤ是研发投入强度，用研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代表，自主
创新的过程就是积累知识的过程，不仅促进技术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

还能促进环保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技术效率。数据来源于

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ＲＤＨ代表研发人员，用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代表，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
进一步发挥设备的效率潜能。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

年鉴》。

ＷＳ代表环境治理强度，用工业各行业废水设施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总额与
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此值越高说明企业环境投入越大，环境治理能力

越强。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

鉴》。

ＳＴ代表制度变量，用各行业内部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控股）的工业总产值占行

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市场化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机制的转

变，非国有经济成分得到发展，产权制度明晰化、多元化以及竞争机制的发挥有助于

全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李静，２００９）。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ＥＣ代表能源消费结构，用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比值来表示，此值越大说明煤炭
消耗量越多，污染排放越多，不利于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煤炭属

于高硫煤，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煤炭的燃烧。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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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ＥＴＣ １０００ ０２６２ ０６１８ ０２６７

ＲＤ ２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７１１ ０４９０

ＲＤＨ ６４２４ ０１２６ １８１７ １３９３

ＷＳ ３４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４００ ０５１４

ＬＮＳＴ ４５７４ －０６３２ ２７９９ １１９５

ＥＣ ０６７１ ００１６ ０２１１ ０１６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二）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行业面板数据，用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对方程 （４）首先进行全部
工业行业、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的混合 Ｔｏｂｉｔ回归，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其
次进行随机效应的面板 Ｔｏｂｉｔ回归。回归结果表明 ｒｈｏ值分别为 ０７８５、０７４１和
０９１４，ＬＲ检验ｔ值均为零，说明均存在个体效应，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① 得到表
６的回归结果，回归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只是说明因素的影
响方向，不能得到解释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影响大小，这是与其他的回归模型不同

的地方，比如ＯＬＳ回归等 （刘建翠、郑世林，２０１８）。
常数项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各行业本身生产特点是影响绿色技术效率

差异的一个因素。

研发投入在５％水平上对工业总体、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与前文论述相同，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在降低成

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达到了双赢。

研发人员在５％水平上对工业总的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预期结
果相反。说明研发人员的配备不是越多越好，将具有超高专业素养的研发人员合理配

备是必要的 （王娟等，２０１６等）。
环境治理强度在５％水平上对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

前文论述相同，说明环境治理投入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环境治理强度对工业行业和

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

制度变量在１０％水平上对工业总体的绿色技术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国有
企业的增加能够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技术效率。与王兵等 （２０１０）研究结论类似。因
为相对于民营企业，我国国有企业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人员，有能力进行技术改进和创

新活动。制度变量对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不明显。

能源消费结构在５％水平上对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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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影响因素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全部行业 高污染行业 低污染行业

常数项
０５２１

（５４８）
０６６９

（４５２）
０４１６

（３４４）

ＲＤ
０１６３

（２１３）
００５７
（０４２）

０１７５

（２４２）

ＲＤＨ
－００５５

（－２１１）
－００６２
（－１１９）

－００２９
（－１２５）

ＷＳ
００１７
（０５６）

００３４
（０９４）

０４７６

（２８５）

ＬＮＳＴ
００３６

（１７８）
００２０
（０７７）

００３２
（１２２）

ＥＣ
－０１２９
（－０６２）

－０５５８

（－２１２）
０４６５
（１６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２５３ ２８７２ ３８２２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５） １４７３ ７６３ ４９５３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０

　　注：括号内是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兵等 （２０１０）研究结论类似。煤炭消费量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长期徘徊在７０％左右，
２０１４年仍然达到６５５％，“十三五”以来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２０１７年降到６０４％，
而国际上煤炭消费比重平均为３０％左右，美国低于２０％。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
源消费中煤炭消费量，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总量，对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非常重要。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测算效率的合理指标，并构建了 ＳＢＭ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测算了中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２１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发展绩效，并对影
响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据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总

体呈下降趋势，并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改变组织规模，有助于提高

绿色技术效率。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竞争力，获得更高的

盈利。第二，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均值差距较大，具有行业异质性。

分年度来看，不同行业绿色技术效率走势不同，５个行业处于技术前沿面，４个行业
呈上升趋势，１２个行业呈下降趋势。第三，根据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研发投入和
制度能显著影响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研发人员显著抑制工业绿色技术效率的提

高；环境治理强度对低污染行业有显著正影响，与工业行业和高污染行业正相关；制

度变量与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效率正相关；能源消费结构显著抑制高污

染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符合现实情况。

０５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针对绿色技术效率的下降，应进

一步提升全国范围内的环境规制水平，制定合理严格的规制政策；第二，因为行业具

有异质性，应该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三，实施环境政策时，

应该注意环境规制政策的灵活性，在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随时观察市场反应以做出

相应调整，也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措施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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