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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
创新效率演变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

张静晓　刘润畅

摘 要　为探究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合理测度方式，分析环
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并以此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作者

通过探寻切合城市发展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将城市绿色创新过程分解为相

互关联的创新链型子过程，构建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模型，对城市绿
色创新系统的整体效率及各子阶段的效率进行评价，并进行城市绿色创新效

率演变研究。作者以西安市为例，进行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演变分

析，结果显示城市绿色创新过程可分为两阶段：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西安

市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７年处于绿色创新效率前沿面，其他年份均存在不
同程度无效配置，科技研发效率已成为限制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效率

的主要因素，技术转化、科技创新效率齐头并进才是最合理的绿色发展、创

新发展之路。西安市应保持绿色创新政策不断改进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进

步，同时应注重保持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平衡，实现绿色创新效率的持

续、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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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作为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空间载体，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演变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是 “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选择。环境规制

是城市绿色创新系统建设下的重要政策工具，它不仅能够倒逼创新，而且对绿色发展

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合理的环境规制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缓解迅速发展的经济与巨

大的能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不断探索环境规制的

方式和方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漫长转变。以 “十一五”规划中 “行政

首长负责制”为标志，环境规制在我国实现了实施范围的全覆盖，其力度也在不断

加强 （韩超等，２０１７）；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日益收紧，
我国开始实施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创新发展为驱动的发展战略，环境规制也在不断

完善。在此背景下，考察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对建设绿色创新型城

市、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受

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绿色创新效率问题。研究环境规制下的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演变，是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演变的评价与分析，对相应环境规制、创新法规

实施效果的总结，为先进城市带动后进城市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引领，在加快推进城

市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安市是西北地区大的

创新基地、第９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 “２０１８年中国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榜”中
位列第六。同时，西安市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道路，荣获 “２０１８绿色发展
示范城市”和 “２０１８首批生态型城市”、２０１９年 “全国十大绿色出行城市”，西安市

在建设绿色创新型城市方面已处于国家的前列。与之对应的是，西安市也在不断完

善、推出环境规制和创新法规。在此背景下，对西安市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演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西安市先行先试的经验进行剖析，而且对绿色发展、创新

发展起步较晚的中西部城市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综上所述，有必要对西安市绿色创

新的经验进行总结研究。

当前，研究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文献极其有限，并且多从行业、区域

差异方面进行分析，未深入研究分区域演变状况。关于绿色创新效率阶段的划分也存

在许多争议，需要进一步实证。为此，本文在梳理以往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效率两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西安市数据，运用

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ＤＥＡ方法，实证分析了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演变。
对比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有以下方面。（１）构建了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评价指标体系，率先将环境规制作为投入指标进行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评

价。（２）采用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ＤＥＡ方法，避免了现有ＤＥＡ模型的单阶段、无期
５３

张静晓　刘润畅：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演变研究



望产出、径向等问题，丰富了现有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研究体系。（３）以西安市为例，
分析了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剖析建设绿色创新型城市先行先试

的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相应的政策借鉴。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述评，第三部分为考虑松

弛变量的网络ＤＥＡ模型介绍并描述数据特征，第四部分对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
效率进行实证评价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五部分概括了主要研究结论、不足之处以及

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绿色创新研究多依托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本质就是在经济增长

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中谋求社会发展。本文中的绿色创新，就是在可持续发展

理论下，将环境规制融入创新框架中，以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为目标，以自

主创新的方式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绿色创新过程包括许多环节，涉及范围

广，本文以是否直接产生经济利益作为划分依据，将城市绿色创新过程划分为科技研

发、技术转化两阶段，以此进行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单阶段模型结构

将创新系统内部运作过程比作 “黑箱”，认为输入经 “黑箱”的转化变为输出，不对

其内部具体运作过程进行精确表述和模拟 （李金滟等，２０１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管理实践对效率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效率评价技术和方法也对此提供了更多

便利。因此，越来越多的创新效率研究将 “黑箱”打开，将创新模型设定为多阶段

模型结构，并以两阶段为主。将城市绿色创新模型设定为多阶段结构，是基于创新价

值链理论 （Ｒｏｐ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网络ＤＥＡ方法的新成果。为探寻合理的阶段划分标
准，本文还进行了文献分析 （见表１）。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模型，不仅与我国社会
实践更加契合，而且经受了一定的实证检验。我国企业在对无形资产支出确认时，就

需依据会计准则将研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创新过程相关研究中，也多有学者认为

将创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较为合理。因此，本文以是否直接产生经济利益作为划分依

据，将城市绿色创新过程划分为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两个阶段。

现有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评价中，重对比，轻演变，区分度低。对区域、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的研究多以城市之间对比的方式，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分类评价并提出政策

意见。例如，冯志军 （２０１３）利用ＤＥＡＳＢＭ模型，对中国３０个省级区域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平均水平较

低，且大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绿色创新效率更低。任耀等 （２０１４）
利用ＤＥＡＲＡＭ模型，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效率及绿色效率等研究的基础上，对
山西省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各市差异。Ｄｕ等 （２０１９）利用共享投
入两阶段网络ＤＥＡ方法对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对其区域差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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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针对性建议。但上述研究多出于对多城市的比较分析，未深入分析各个城市异质性影

响和城市绿色创新演变。除缺乏演变研究外，创新效率相关研究还具有区分度低的特

点。以西安市为例，在陆菊春和沈春怡 （２０１９）的研究中，西安市创新效率始终为１
（最大值），缺乏区分度，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Ｌｉ等 （２０１８）的研究中。

表１　创新过程文献分析

序号 研究对象 阶段划分 阶段一特点 阶段二特点 参考文献

１ 企业
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

探索性，为进一步的开发活动

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

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

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

条件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６号－无形资产

２ 区域
科技研发、

技术转化
不可直接产生外部经济效益 可直接产生外部经济效益 陈凯华等（２０１３）

３ 企业
科技研发、

成果转化
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第一步 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产出 肖仁桥等（２０１７）

４ 城市
科技研发、

技术转化
开发新知识、新技术的过程

由知识技术类产品转化为可

实现商业利润的物质产品，是

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过程

Ｌｉ等（２０１８）

５ 区域
共 享 投 入

网络

利用创新资源实现专利等中

间产出的过程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过程
Ｄｕ等（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效率是在绿色创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技术效率理论而形成的评价

指标。绿色创新效率是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各要素投入量与产出量之比，反映创新资

源对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以实现创新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环境的最优化，其本质就

是绿色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可见，评价绿色创新效率需要同时考虑创新经济的

正外部性和对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 （Ｒｅｎ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０）。
现行最为常用的创新效率评价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法 （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和随机前沿分析法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ＦＡ）。但进行绿色
创新效率评价，既需要满足创新产出的最大，又需要满足污染产出的最小，以此达到

对绿色创新技术效率进行评价的目的，ＤＥＡ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具有的优势。例如，
曹霞和于娟 （２０１５）采用ＳＦＡ方法对绿色低碳视角下区域创新效率进行评价，但这
种方法存在假设要求严格、无法测度多产出创新活动效率等缺点，因此采用了复杂的

降维技术弥补，增大了误差。在ＤＥＡ方法中，网络ＤＥＡ模型比单阶段 “黑箱”ＤＥＡ
模型更具优势，能够更合理准确评价整体效率、各阶段效率，具有更好的鉴别性

（祝丽云等，２０１５）。目前用ＤＥＡ方法进行效率评价时对于非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有
投入产出转置法、倒数转换法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等，但这些处理方法违背了生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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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ＤＥＡ方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效率评价 （Ｆｒ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但这种径向、角度的方法存在测算角度单一、投入 （产出）常常不能径向逼

近生产前沿面等问题，且没有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松弛性，结果往往有偏差。易明等

（２０１８）采用了ＢＣＣＤＥＡ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进行绿色创新效率测度，该方法是较为
传统的ＤＥＡ模型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方法。该模型采用投入产出置换的方法处理非期
望产出，是一种径向的、角度的模型，认为绿色创新过程是单阶段过程。单阶段

“黑箱”模型不考虑再投资和中间产品的利用，不能解释内部过程对整体效率的影

响，其内部效率损失难以确定 （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李金滟等 （２０１６）、李玲和夏晓华
（２０１８）等的研究也存在此缺陷。在随后的研究中，Ｌｉ等 （２０１８）、陆菊春和沈春怡
（２０１９）、Ｄｕ等 （２０１９）等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分别拓展了新的效率评价方法，但仍
存在径向、主观性、缺乏期望产出等问题 （见表２）。

表２　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方法文献分析

序号 研究对象 采取方法 阶段划分 方法评价 参考文献

１ 区域 ＳＦＡ —
假设严格，无法测度多产

出创新活动的效率
曹霞和于娟（２０１５）

２ 城市 ＳＢＭＤＥＡ模型 １ 单阶段模型 李金滟等（２０１６）

３ 城市 ＢＣＣＤＥＡ模型 １ 径向模型，单阶段模型 易明等（２０１８）

４ 城市 ＢＣＣＤＥＡ模型 ２ 径向模型 Ｌｉ等（２０１８）

５ 城市 ＲＡＭＤＥＡ修正模型 ３
子生产单元的相对重要

性需主观选定
陆菊春和沈春怡（２０１９）

６ 区域 共享投入网络ＤＥＡ模型 ２ 无非期望产出 Ｄｕ等（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环境规制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调控手段和措施，以达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Ｐｉｇｏｕ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某些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
但不会提供补偿的现象，是环境规制的重要理论基础，明确提出了矫正外部性的

“庇古税”，开创了环境规制的先河。本文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采取的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及自愿参与等宏观市场调控手段。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Ｐｏｒｔｅｒ和 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指出严格但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以此产生的效益足
以弥补甚至抵消企业因环境规制而产生的成本，从而获取竞争优势，这被称为 “波

特假说”，为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学者们认为企业出于自身发展考虑，不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在缺乏环境规制的

情况下，不会主动进行减排降碳、生态保护 （张娟等，２０１９）。国内外的研究显示，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但二者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具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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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许慧和李国英 （２０１８）通过分行业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
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杨树旺等 （２０１８）对长江经济带的时空演变进
行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Ｕ型影响，具有显著的拐点效应。

但是随着学者们对环境规制认识的加深，已经有学者将环境规制纳入投入产出指

标体系，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内生要素，进行效率评估。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中提供了

较为详细的污染减排支出数据，用污染治理投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方法在我国绿色

创新效率研究中广泛使用 （王勇、李建民，２０１５）。污染治理投入作为一种资金投
入，作为投入指标之一，纳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向小东和林健 （２０１８）利
用两阶段网络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模型，将污染治理投入作为投入指标进行工业环境全要
素生产率评价。Ｌｉ等 （２０１８）将环境规制强度作为技术转化阶段投入，纳入其技术
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往绿色创新效率研究，多着重于区域对比研

究，缺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多将环境规制作为影响因素，探寻环境规制对绿色

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用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并作为投入指标对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第二，现有研究中采用的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模型，多存

在单阶段、无期望产出、径向等问题，本文将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方法引入绿
色创新效率评价，丰富了绿色创新的研究方法。第三，现有研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的评价，重点在于城市差异比较，忽略了城市的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下城市演变研究

缺乏。

三、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

１ＤＥＡ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ＤＥＡ）把众多相同类型的单位 （决策单元）作为被评价对

象，采取多投入多产出的形式，目的是判别决策单元效益／效率是否ＤＥＡ有效 （以下

简称为有效）。１９７８年ＤＥＡ模型 （ＣＣＲ模型）首次被提出，但随着实际应用的要求
不断提高，ＤＥＡ模型也不断改进以适应实践，对ＤＥＡ模型的应用也逐渐深入其 “黑

箱”内部，网络ＤＥＡ模型也应运而生 （Ｆｒｅ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１９９６）。根据本文建立的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需要的网络ＤＥＡ模型需包含非期望产出指标，
同时能够建立包含两个 “子过程”的模型，本文采用了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模
型，此模型在环境效率 （王兵等，２０１０）、碳排放效率 （陈晓红等，２０１７）、海洋经
济效率 （赵林等，２０１６）评价等方面已经得到了应用，表现出良好的可信性。
２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ＤＥＡ模型
与传统ＤＥＡ方法相比，本文所采用的网络 ＤＥＡ模型具有以下优势： （１）非径

向、非角度，（２）具有非期望产出，（３）多阶段模型。本文将环境约束、松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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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约束以及指标的网络关系考虑在内，在前期研究 （径向）基础上 （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进一步利用非径向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研究，采用与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
系统运行状况相吻合的、含有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的、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
模型。

中间变量的出现引发了科技研发阶段与技术转化阶段在投入产出指标上的矛盾，

若想提高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系统的整体效率，必须将两阶段视为整体，建立相应的

网络ＤＥＡ模型。对决策单元 ｊ，以 ｘ１ｊ、ｙ
１
ｊ、ｕ

１
ｊ，表示科技研发阶段 Ｎ

１维投入 （在本

文中代表Ｒ＆Ｄ人员、Ｒ＆Ｄ经费支出）、Ｍ１维的理想产出和Ｌ１维的非理想产出，Ｍ１２

维的变量ｚ１２ｊ 表示中间变量 （专利授权数量），同时也是技术转化阶段的投入变量，

以ｘ２ｊ表示技术转化阶段除了中间变量外的Ｎ
２维的投入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政府资

助），ｙ２ｊ、ｕ
２
ｊ分别表示技术转化阶段的 Ｍ

２维的理想产出 （技术市场成熟度、新产品

销售收入）和Ｌ２维非理想产出 （环境污染指数）。因科技研发阶段的产出项有且仅

有专利授权数量，因此忽略科技研发阶段的Ｍ１维的理想产出和Ｌ１维非理想产出，即
模型为投入导向下，求解决策单元 ＤＭＵ（ｘ１０，ｘ

２
０，ｚ

１２
０，ｕ

２
０，ｙ

２
０）的效率值。设定 λ、

ｓ－、ｓｕ－、ｓ＋为决策变量，参照 Ｃｏｏｐｅｒ等 （２００７）、邓英芝 （２０１５）的方法，建立绿
色创新系统ＳＢＭＮＤＥＡ模型：

ｍｉｎρ＝
１－１Ｎ１∑

Ｎ１

ｎ１＝１

ｓ１－ｎ１
ｘ１－ｎ１０
－１Ｎ２∑

Ｎ２

ｎ２＝１

ｓ２－ｎ２
ｘ２－ｎ２０
－１Ｌ２∑

Ｌ２

ｌ２＝１

ｓｕ２－ｌ２
ｕ２ｌ２０

１＋１Ｍ２∑
Ｍ２

ｍ２＝１

ｓ２＋ｍ２
ｙ２ｍ２０

（１）

ｓｔ

ｘ１０ ＝Ｘ
１λ１＋ｓ１－

ｘ２０ ＝Ｘ
２λ２＋ｓ２－

ｕ２０ ＝Ｕ
２λ２＋ｓｕ２－

ｙ２０ ＝Ｙ
２λ２＋ｓ２＋

Ｚ１２λ１≥ｚ１２０
Ｚ１２λ２≥ｚ１２０

ｓ１－，ｓ２－，ｓｕ２－，ｓ２＋，λ１，λ２≥










 ０

（２）

（二）指标选取

１科技研发阶段
在绿色创新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资本和人力投入，并且绿色创新比之

传统创新，需要更多的资本和人力投入 （Ｂａｙｌ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考虑西安市数据的可
得性，本研究参考Ｌｉ等 （２０１８）采用了Ｒ＆Ｄ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绿色创新过程中的
人力投入水平，参考Ｌｉ等 （２０１８）取Ｒ＆Ｄ经费支出作为资本投入指标，投入产出指
标体系的文献分析见表３。

科技研发阶段的产出以知识技术类为主，常见的形式为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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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或发明专利、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等。但许多企业由于保护商业秘

密，不会选择在产品成型前公开发表为论文、专著，也不会对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

产品原型进行宣扬，其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参考Ｄｕ等 （２０１９）的研究，采用专利授
权数量作为科技研发阶段的成果，同时作为技术转化阶段的投入指标。

表３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文献分析

阶段划分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参考文献

科技研发

技术转化

投入指标
Ｒ＆Ｄ人员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Ｌｉ等（２０１８）

Ｒ＆Ｄ经费支出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Ｌｉ等（２０１８）

中间产出 专利授权数量 专利授权数量 Ｄｕ等（２０１９）

投入指标
环境规制强度 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向小东和林健（２０１８）

政府资助 政府科技投入 常晓然等（２０１６）

产出指标

技术市场成熟度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李梦琦等（２０１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 新产品本年度销售收入总计 许慧和李国英（２０１８）

环境污染指数 利用熵值法综合计算所得环境污染指数 杨树旺等（２０１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技术转化阶段
在技术转化阶段，各创新主体将其知识性成果转化为具有获利能力的产品。各创

新主体进行绿色创新，其最为根本、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

的直接形式就是由绿色创新行为带来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本文参考许慧和李国英

（２０１８）的研究，采用新产品销售额进行衡量。提高城市技术市场成熟度有利于最终
创新成果价值的实现，将完善的技术以交易的形式转换为自身收益，本文参考李梦琦

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将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衡量技术市场成熟度的指标。这两个指
标以生产、销售两种形式，分别衡量了绿色创新产品的经济价值。

城市绿色创新过程与传统城市创新过程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减排与减少污染，除

考虑创新产出外，还需考虑能源和环境影响，以此衡量城市绿色创新过程中的环境影

响。因此本文在考虑传统期望产出外，引入环境污染指数以衡量绿色发展产出，参考

杨树旺等 （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用熵值法综合测算工业三废的排放量，把计算所得
作为环境污染指数表征西安市污染排放情况。

本文立足于环境规制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强度是本文的核心指标。

与把环境规制作为影响因素探寻它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将环境规制

作为投入指标纳入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在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

响时，利用环境规制指标，特别是投入型环境规制指标，将不可避免产生内生性和不

合理性 （李钢、李颖，２０１２）。因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作为投入指标纳入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评价体系，有利于改变环境规制指标选取的不准确，避免把西安市环境规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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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视为西安市绿色创新系统外生因素。本文参考向小东和林健 （２０１８）的研究，采
用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衡量西安市绿色发展的 （部分）资金投入，作为环境规制强

度的表征指标。政府的科技投入在城市绿色创新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政府对

城市创新的经费支持，本文参考常晓然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以政府资助作为衡量
（城市）政府科技投入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结合西安市在实际绿色创新活动中的实际情况，本文建立了全新的指

标体系，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系统投入产出阶段如图１所示。

图１　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系统投入产出阶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西安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

鉴》。以西安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西安市１２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分析说明西安市科技研发系统和技术转化系统效率的整体情况。以西安市的每个年份

作为一个决策单元，选取相关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获得数据，首先对这些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 （见表４）。

表４　描述性统计

评价指标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１２ ２７８３６０９ ８８２７７７８ ５４８１５８１ １７２３４６６

专利授权数量（个） １２ ３７７ ５６８６ ２８１３７５ １９２６５８

环境污染指数 １２ ３１５２４８ １４１３７４１ ８２９０２２ ３９２１８７

Ｒ＆Ｄ经费支出（万元） １２ １９８４５７ １１０４７０２ ６２４４２７３ ３２４１９４８

Ｒ＆Ｄ人员（人／年） １２ １３０７１ ３９９５３ ２４８９９３３ ９１１８９９

政府资助（万元） １２ ５６０４８ ３２５４５１ １６７９９９４ １００８０３６

环境规制强度（万元） １２ ６６４７８ ６４８４５４９ ２３５５８２８ １８８０５３５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１２ １１１２ ８０９ ３１４６６ ３０１３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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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算中我们设定Ｋ＝Ｅ２／Ｅ１，其中Ｅ１为科技研发效率，Ｅ２为技术转化效率，Ｋ代
表的是阶段２效率与阶段１效率的比值，即技术转化与科技研发效率的比值，以此衡量
当年西安市技术转化效率优势度，当Ｋ＞１时，表示技术转化效率在绿色创新效率中占
据优势地位；当Ｋ＜１时，表示科技研发效率在绿色创新效率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实证分析

（一）测算结果

利用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模型，以所建立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
系为依据，将所收集指标数据输入ＭＡＸＤＥＡ软件，得到运算结果 （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ＤＥＡ运算结果

ＤＭＵ 科技研发阶段 技术转化阶段 综合效率 Ｋ（比值）

２００６年 １ １ １ １

２００７年 ０９９３ ０７２４ ０８０２ ０７２９

２００８年 ０９０４ ０６８４ ０６８８ ０７５７

２００９年 １ １ １ １

２０１０年 ０８８３ １ ０９４２ １１３１

２０１１年 ０８８０ １ ０９４０ １１３７

２０１２年 ０７８６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７ １１０２

２０１３年 ０７３９ ０６５２ ０６９８ ０８８３

２０１４年 ０８９４ １ ０９４７ １１１８

２０１５年 ０７７７ ０７１７ ０６７２ ０９２３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７２ １ ０８８６ １２９６

２０１７年 １ １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１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分析
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无效较多，但整体水平较高。从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来看，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７年的科技研发效率值为１，达到了 ＤＥＡ有效水平，这说明这
三年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处于前沿面；其余年份科技研发效率均小于１，处于 ＤＥＡ
无效水平 （ＤＥＡ无效主要是由于投入资源的利用不合理、无效，而产生资源浪费的
状态，表明各投入要素之间并没有处于最优的配置），但其一直保持０７以上的较高
效率状态。

西安市技术转化效率多年有效，但波动范围大。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的效率值达到了 ＤＥＡ有效；在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其技术转化效率水平较低，除２０１２年为０８６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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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四年效率处于０６０和０７５之间的较低水平，波动范围较大。
西安市绿色创新综合效率值水平较高，均大于０６５。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７年

西安市绿色创新综合效率值为１，这与科技研发效率较高水平年份保持一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西安市绿色创新综合效率较低，其值小于０７，这与技术转化
效率较低水平年份一致，分别为０６８４、０６５２和０７１７。这表明，科技研发效率限制
了西安市绿色创新综合效率水平，西安市无法保持绿色创新效率处于前沿面的主要原

因之一就是受到科技研发效率限制；技术转化效率的下降将导致西安市绿色创新综合

效率的急速下降，稳定技术转化效率的高水平就极为重要。

２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优势分析
Ｋ表明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技术转化效率优势度，本文以此进行西安市绿色创

新两阶段优势分析。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西安市网络ＤＥＡ两阶段模型Ｋ值散点图中我们
可以看出 （见图３），Ｋ值波动频繁，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西安市网络ＤＥＡ两阶段模型Ｋ值散点图

注：虚线为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技术转化效率优势度趋势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根据Ｋ值大小，可将西安市各年绿色创新情况分为三类：Ｋ＞１的年份包括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这是科技研发效率较低、技术转化效率
较高的年份，这些年份的技术转化水平相对较高，而科技研发效率水平相对较低；技

术转化效率较低，科技研发效率较高的年份，即Ｋ＜１，包括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
年和２０１５年，这些年份科技研发效率相对较高，技术转化效率较低；综合效率、科
技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值都很高的年份，即 Ｋ＝１的年份，包括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７年，这说明这些年份的阶段效率和整体效率的分配都比较合理，应加强对
该年政策的分析与学习，以此保持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高水平。根据图２西安市绿
色创新效率的技术转化效率优势度趋势线，Ｋ值保持向上倾斜的趋势，这说明西安市
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由科技研发效率优势不断转为技术转化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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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探寻了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的两阶段指标，利用考

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模型，对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绿色创新效率演变进行研究。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７年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值保持有效，达到了资
源配置的最优化，在无效的年份中，也保持很高的水平；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上限

受限于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而西安市技术转化效率的波动也导致了西安市绿色创新

效率下限的产生；西安市在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两方面的政策再一次出现了倾斜，技

术转化效率已经成为西安市的优势。

与传统网络ＤＥＡ模型相比，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模型具有更少的 “有效”

项 （效率值为１），“有效”项出现的年份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处于绿
色创新前沿面 （缺乏２０１７年数据，无法进行比对），其效率的数值也较以往研究模
型少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陆菊春、沈春怡，２０１９），具有更好的区分度。另外，加上传
统模型具有单阶段、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径向等缺点，综合考虑下，考虑松弛变量

的网络ＤＥＡ模型明显具有更好的效率评价结果。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西安市保有较高绿色创新效率 （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陆菊春、沈春怡，２０１９），但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受限于技术
转化效率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康海媛等，

２０１８）。图３直观表现出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以及两阶段创新效率、综
合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纵坐标为效率值大小，横坐标为年份，三条实线分别表示科

技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综合效率，虚线为三者的趋势线。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西安市网络ＤＥＡ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通过对图３中趋势线的分析可知，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已经具有下降趋势，但技
术转化效率仍保持上升，以此维持环境规制下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稳定稍减。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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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网络ＤＥＡ模型结果分析，认为西安市仍保有较高绿色创新效率，但绿色创新效
率的提高与技术转化效率的低迷已经不再是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

主要矛盾，科技研发效率成为制约西安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就原因而言，一

方面，这与西安市对技术转化效率的重视、技术转化能力的提高息息相关；另一方

面，对技术转化的重视导致了原有的优势———科技研发效率逐渐落后，在政策科学

中，注意力配置理论解释了这种 “厚此薄彼”的现象 （习勇生，２０１７）。
通过对图３的分析可知，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西安市环境规

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出现了三次较为剧烈的波动，为探究其波动原因，本文对西安市

环境规制政策进行了文本分析 （见表６），如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西安市主要环境规制变
动。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但从环境规制实施

到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需要经过自查／监察整改、获取自筹或资助资金等一系列过程，
因此本文做滞后两年处理，并将滞后两年项作为 “污染治理投资预计完成时间”列

入表６，这与尤济红和高志刚 （２０１３）研究结果一致。由于２０１２年之前环境规制资
料不够全面，本文主要对西安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变动进行
分析。

表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西安市主要环境规制政策变动

序号 环境规制政策名称 级别 实施日期
污染治理投资

预计完成时间

变动

类型

１ 西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２０１７年修订稿） 城市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 修改

２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家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 修改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国家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５日 ２０１９年 修改

４ 西安市湿地保护条例 城市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 新增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国家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 修改

６
西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
城市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 新增

７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 新增

８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 新增

９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 新增

１０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 新增

１１ 环境监察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 新增

１２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 修改

１３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通告
城市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 新增

１４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 省部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 新增

　　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因无新增规制而予以省略。
资料来源：西安市生态环境局 “法律法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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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我国生态环境部、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新增多种环境规制，这
意味着西安市的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加。在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月、９月，西安市分别增
加一项环境规制，增加了对西安市污染源、污染治理设施的监督力度，同时还通过环

境监察办法对环境监管行为加强规范，其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较大，对应污染治理投资

完成时间是２０１４年。根据图３，可知西安市２０１４年处于绿色创新效率前沿面。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生态环境部四部环境保护办法开始实施，集中力量进行环境规制，
其对应污染治理投资完成时间是２０１７年。根据图３，可知西安市２０１７年处于绿色创
新效率前沿面。在环境规制强度增量较大的时期 （滞后两期），西安市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７年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均较高，在环境规制基本无变化的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
年 （滞后两期），西安市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较低。根据编
号１～７项中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环境规制变更情况，对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
率进行预测：在２０１８年能维持前沿水平；但在２０１９年，西安市湿地保护条例因涉及农
业、工业创新较少，影响范围较窄，且该年规制变动以修改为主，其环境规制强度将略

有下降。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ＤＥＡ模型对西安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十年间环境规制
下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剔除不可控的环境因素与随机因素影响后测算出各年的

绿色创新效率、科技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更为准确评价了环境规制下西安市的

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据此得出以下结论。（１）本文提出了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
标体系，以此评价了西安市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创新效率，符合西安市实际发展情况，

满足西安市环境规制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需求，对西安市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保障对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２）采用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 ＤＥＡ
模型避免了现有ＤＥＡ模型的单阶段、无期望产出、径向等问题，且对绿色创新效率
的评价更具有区分度，丰富了现有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研究体系。（３）以西安市为鉴，
应当注重政府导向，从绿色创新系统整体角度出发，统筹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促进

二者协调，以此改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现在西安市科技研发效率已经超过了技术转

化效率，进入了新的城市发展阶段。一方面，西安市要鼓励高新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自主创新，加强科研院所、大学技术科技研发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另一方面，要

打开市场，加强科研成果转化，扶持相关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建设。新增环境规制政

策对于绿色创新效率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若城市需把绿色创新效率真正提高到国

家领先水平，建设绿色创新效率领先城市、绿色创新优势城市，把绿色创新作为提高

城市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政府需制定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创新激励政策。

本文的也存在不足之处。（１）本文利用西安地区 “先行先试”的数据，以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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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提供借鉴，但也因此造成了研究范围局限、样本较少的缺陷，在今后的研究

中，应收集更全面的数据提供更多样本，进行广泛研究。 （２）本文采用了 Ｊａｆｆｅ
（２０００）的观点，认为投入与产出几乎不存在滞后效应，没有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
时间滞后性问题，但此观点尚存争议。因此，扩大样本范围、考虑时间滞后性并进行

对比研究，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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