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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需要将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

纳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范围， 因此构建 “绿色经济增长理论” 成

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对近年来国外有关绿色经济增长的

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重点关注绿色经济增长领域中的技术创新问题， 尤

其是引入技术后资源投入和相关环境政策对一国实现绿色经济增长目标的

动态影响， 由此归纳出目前绿色经济增长领域的共性问题， 在构建绿色经

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同时指出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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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文献倾向于运用数量化的标准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

来源、 主要路径和变化趋势。 早期的研究聚焦于家庭如何将储蓄用于投资， 由此带

动全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并提高人均收入。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认为， 经济增长的路径是

稳定的， 实物资本的积累既不能解释人均产量随时间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也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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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其在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 技术进步才是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Ｓｏｌｏｗ 模

型假定储蓄率保持不变， 且将造成真实收入差距的其他来源 （如技术进步） 看成是

外生的， 这些均与实际有所脱离。 针对 Ｓｏｌｏｗ 模型的缺陷， Ｃａｓｓ （１９６５）、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１９６５） 和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 等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做了进一步扩展， Ｃａｓｓ 和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的主要理论框架源于 Ｒａｍｓｅｙ （１９２８） 的研究， 他们利用跨期动态最优方

法， 从微观角度解释了某时间点居民对于消费的选择， 并将储蓄内生化。 因此， 与

Ｓｏｌｏｗ 模型不同， Ｒａｍｓｅｙ⁃Ｃａｓｓ⁃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模型假定储蓄率在向稳态转变的过程中可变。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提出了 “新经济增长理论”， 将 Ｓｏｌｏｗ 模型中的劳动力扩大为人力资

本， 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 还包括劳动力

的教育水平、 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将技术内生于

增长模型中， 进一步论证了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也是市场激励所导致

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干中学” 及知识外溢在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作用。
可见，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主要为资本、 劳动力

（包括人力资本）、 技术和制度等要素， 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则为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 和人均收入水平。 然而， 在当前社会发展中， ＧＤＰ
和人均收入水平并非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 生态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水平。 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会使现有的生态环境恶化， 还会直接影

响居民的福利。 Ｊａｎｉｃｋｅ （２０１１） 认为， 过去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落伍， 不仅

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在不断攀升， 更是因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越来越难以承受更多的污染

和碳排放。 Ｂｏｗｅｎ （２０１２） 也认同这一点， 指出环境恶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福

利，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因此， 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的绿色经

济增长模式为当前世界所必需。 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打破原有的 “ＧＤＰ 主

导经济增长论”， 将资源要素投入和环境影响纳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 从而构建出

“绿色经济增长理论”， 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不同学者对于 “绿色经济

增长” 有着不同的定义。 本文参考 Ｑｕａａｓ 和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２０１２） 的研究， 从长期和短期两

方面定义 “绿色经济增长”， 即长期国民收入和产出的增长速度不能对环境造成损害，
短期国民收入和产出在实现增长目标的同时可以 “适度” 地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 国外主流的绿色经济增长研究均基于 Ｒａｍｓｅｙ （１９２８） 的结论， 并在其框架

基础上进行扩展。 对于资本积累， 学者们除了保留 Ｒａｍｓｅｙ 模型中的物质资本， 通常还

加入自然资源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Ｑｕａａｓ ａｎｄ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２０１２； Ｄｉｎｄａ， ２０１４）。
因此，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形式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效用： 如森林绿

化可以净化空气， 让居民心情愉悦， 而二氧化硫、 废水等污染的积累则可能对居民健康

带来危害。 因此， 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 将自然资源纳入到效用函数中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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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产函数， 同样需要考虑自然资源， 如洁净的水资源将有利于生产过程的顺利开

展， 而铅、 汞等污染物则会危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进而有损生产效率。 同时， 自然资

源还可以为生产提供原材料， 如石油等能源是工业生产的必需品， 木材可以成为家居生

活用品的原材料。 因此， 在绿色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中， 生产函数通常写成： Ｙ ＝
Ｆ（Ｋ，Ｌ，Ｎ，Ｒ）， 其中 Ｎ 为投入的资源， Ｒ 为自然资源的开采率。 现有自然资源开采得越

多， 留给今后的就越少， 开采的难度也将加大， 这将直接影响资源的开采成本。 而效用

函数则可改写成： Ｕ（Ｃ，Ｌ，Ｎ）， 也包括一些对自然资源的消费， 如鱼、 植物等。
基于上述基本框架， 国外绿色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

源利用和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和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等。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的同时， 重点关

注资源、 技术和环境政策对一国实现绿色经济增长目标的动态影响。

二、 资源利用和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陷入 “滞涨”， 资源利

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如何摆脱经济系统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 逐

步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研究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在

Ｒａｍｓｅｙ （１９２８）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不可再生资源， 假定厂商只能开采不可再生资源，
如石油、 煤炭等， 将其作为生产要素投入。 这类研究重点分析两个问题： （１） 经济系

统在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情景下能否实现稳定的消费和福利水平？ （２） 经济系统在消

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情景下能否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对于前者， 有学者认为维持稳定消

费和福利水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系数要大于不可再生资源且物质

资本不存在折旧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Ｈｅａｌ， １９７４； 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０）。 对于后者， 有学

者认为， 当不存在外部性时市场经济会实现最优， 但在实际环境中， 不可再生资源的垄

断性供应和不完善的上游产业链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 这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难以实

现 （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ｒｆ， ２００８； Ｊａｃｏｂｓ， ２０１２）。
然而， 由于可再生资源如太阳能、 水资源等， 具有循环再生的特点， 将不会因

资源储量有限而影响经济增长。 如果科学控制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加强环境保护，
不仅可减轻不可再生资源的供给压力， 还可增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提高生产效

率， 带动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可以充分弥补不可再生资源开采量减少的损

失， 并进一步刺激投资， 推动经济增长。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８） 肯定了开发可再生

资源的正外部性影响， 即可以改善环境， 带来健康效应和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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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鲜美的鱼肉、 更低的水资源处理成本等）， 并增加旅游收入。 借助动态集成的经济

气候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ＣＥ） 等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分

析模拟，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２００８） 发现， 开发可再生能源不仅可减少碳排放、 缓解气候变

暖， 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理论上看， 对于国家而言， 无论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资源， 较多的资源禀

赋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然而， 现实中一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却经济增长乏力，
即出现了 “资源诅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现象。 本国货币升值、 利益集团冲突和不完

善的民主宪政制度被认为是导致 “资源诅咒” 现象发生的三个重要原因： （１） 本国

货币升值。 Ｅｇｅｒｔ （２０１２） 考察了苏联解体后出现的 “荷兰病” 现象， 认为由于国际

市场对资源存在巨大需求， 资源丰富国家出口资源会推动该国汇率升值， 从而导致

其工业部门的产品竞争力下降， 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都会被货币升值所拖累。
（２） 利益集团冲突。 Ｂｅｓｌｅｙ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指出， 当国际矿产资源商品价格处于

上涨周期时， 开采和出口矿产资源可以获取巨额利润， 导致本国资源开发的成本提

高， 并引发各方争相抢夺资源的开采权。 对资源的争夺有可能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

冲突和武装斗争， 由此加大政治风险， 不利于经济增长。 （３） 不完善的民主宪政制

度。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和 Ａｓｌａｋｓｅｎ （２００８） 通过比较 ９０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 “资源诅咒” 通

常发生在总统制非民主国家， 而非议会制民主国家。 由于总统制使统治者拥有更大

的独裁空间， 其代表人民福利的动力也较弱， 因此更容易出现资源寻租现象。 与此

相反， 议会制国家可以更好地监督政府， 有效地利用资源发展经济。 由此可见， 完

善的民主宪政制度也是避免 “资源诅咒” 发生的重要因素。
（二） 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减少经济发展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 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 政府实

施环境政策是可行的。 Ｈａｌｌｅｇａｔｔｅ 等人 （２０１１） 总结了环境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

福利的传导机制， 认为环境政策可以直接改变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对 ＧＤＰ
的影响， 可以通过保护环境增加自然资源资本， 直接影响物质资本和劳动力， 如更清洁

的空气可以减少对建筑物的腐蚀和设备损耗、 增加劳动力供给等。 Ｈａｌｌｅｇａｔｔｅ 等人

（２０１１） 称之为环境政策的 “投入效应”， 此观点被世界银行所采用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２）。 Ｈａｌｌｅｇａｔｔｅ 等人 （２０１１） 还认为， 节能方面的政策可以激发更多创新， 降低能源

投入与生产成本，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政府的节能减排补贴或投资还会刺激私人部

门的技术投入， 对此，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２） 将其称为环境政策的 “创新效应”。 Ｈａｒｔ
（２００４） 也指出， 若下一代产品比上一代产品更清洁， 此时推出污染税可以降低落后产

品存货的比例， 加速落后产能淘汰， 并刺激新技术的研发。 可见， 政府需要制定出更为

科学有效的环境政策， 通过 “投入效应” 和 “创新效应” 等机制可以抵消环境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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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生产模式的抑制性作用，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Ｒｉｃｃｉ， ２００７）。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可先从资源消耗小、 对经济影响较小的部门征收环境税 （如对交通部门征收燃油附加

税）， 再慢慢扩大到煤炭、 火电等资源生产部门 （Ｈｅｎｄｌ ａｎｄ Ｌｏｓｃｈｅｌ， ２０１５）。
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环境政策的推出会促进经济增长， 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

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 （２０１２） 就对绿色经济可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指出，
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同并进要比理论上的分析复杂得多， 在没有更

多实证检验之前， 强调环境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看法是不成熟的。 Ｒｅｓｎｉｃｋ 等人

（２０１２） 也注意到， 现有效果较好的环境政策仅仅局限于家庭或者某些项目层面， 作

为国家战略时能否推动总量经济增长还未可知。 这是因为， 首先， 为了实现绿色经

济增长路径， 国家必须逐步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项目， 这种转变会在短期内严重抑

制经济增长速度， 长期能否实现绿色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尚不能确定。 其次， 短期

内环境政策会让受到冲击的利益集团 “抱团”， 增强改革反对派的势力， 使绿色经济

增长战略难以实施。 从传导机制层面看， 致力于控制污染的环境政策会抑制产出、 投

资、 消费和劳动者积极性等变量。 这是因为， 一方面， 环保监测力度的提高会降低物质

资本的边际产出， 从而直接影响投资增加， 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
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 污染税等政策的推出可以提高消费价格， 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促使劳动者工作时间减少， 而在休闲和教育上花费的时间增加 （Ａｎｔａｌ， ２０１４）。

一些环境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影响创新活动的成本和收益， 并改变技术创新的方

向。 Ｓｔｏｋｅｙ （１９９８） 认为， 由于技术知识会在创新活动中不断积累， 某种意义上这也

是一种特殊的 “人造资本”。 因此， 当环境政策要求减少对某些化石能源的开采时，
不仅会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 也会使得该领域的创新活动减少， “干中学” 受到抑

制， “知识资本” 积累下降， 而资本回报的减少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技术投入力

度。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８） 将这种环境政策给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称之为

“技术挤出效应”。 但是 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１９９６） 认为不应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看

待技术创新活动， 环境政策如果通过清洁的环境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或改善生态系

统服务， 则可以提高总体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和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ｒｆ （２００８）
指出， 当经济系统更为内生化地进行技术创新时， 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方向受环境政

策冲击的程度将会变大。 若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进口技术和国外企业技术外

溢时， 则其受环境政策的负面影响将会变小， 即改善环境的同时不影响经济增长，
此时实施 “绿色经济增长战略” 将变得较为可行。

三、 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作为要素投入用于生产时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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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气候变暖。 那么， （１） 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负外部性是否会影响化石能源的最

优使用？ Ｇｏｌｏｓｏｖ （２０１０） 对此表示肯定， 认为当存在负外部性时石油等化石能源的

消费弹性比不存在外部性时更低。 对于开采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政府的

最优选择是延缓资源开采， 并接受较低一些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为相比气候变化带

来的破坏， 产出下降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２） 相比煤炭， 石油等化石能源， 风电、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虽然不产生碳排放， 但生产成本相对更高。 如何使生产效益和

气候变化之间达到平衡， 从而构建最优的能源消费结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 和 Ｗｉｔｈａｇｅｎ
（２０１１） 将不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同时纳入 Ｒａｍｓｅｙ （１９２８） 的分析

框架中进行分析。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 和 Ｗｉｔｈａｇｅｎ （２０１１） 引入了 “后备技术” （ｂａｃｋｓｔｏ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概念， 假定当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生产成本达到一定水平时， 会出现使

用其他能源 （如可再生能源） 和技术比使用石油更为经济的情况， 这种可以取代石

油的技术即所谓的 “后备技术”。 使用 “后备技术” 意味着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已达

上限， 该上限可视为 “后备价格” （ｂａｃｋｓｔｏｐ ｐｒｉｃｅ）， 此时生产和使用化石能源将不

再划算。 环境政策、 化石能源和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等因素决定了后备价格的高低。
化石能源相比资本更为稀缺， 因此环境政策越严格， 后备价格就越低， 此时厂商会

使用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技术替代化石能源。 Ｇａｚｈｅｌｉ （２０１５） 研究了丹麦、 德国和西

班牙的工业生产情况， 发现目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部门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政

府在经济效益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两难选择，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只有大幅提高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水平， 努力降低后备价格。
为减少化石能源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碳税等方法来提高化石

能源的使用成本。 然而， 若政府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制定出一些次优的环境政

策 （如用补贴后备技术取代碳税）， 则可能会导致 “绿色悖论”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的

出现。 Ｓｉｎｎ （２００８） 认为， 补贴后备技术是出现绿色悖论的典型案例。 长期来看， 政

府补贴使后备技术成本的降低， 会使一些石油供应商在短期内尽可能多地开采石油，
以便在未来通过控制供给卖出高价， 这反而导致环境问题更加严重。 由于发展中国

家 “底子薄、 基础差”， 环境政策制定较为随意， 尤其需要警惕 “绿色悖论” 的出

现。 Ｔｓｕｒ 和 Ｚｅｍｅｌ （２０１１）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由化石能源消费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转

型问题。 假定传统的化石能源开采不需要太多的前期投入， 后期运营成本也维持在

稳定水平， 而开发可再生能源需要较高的前期设备投资 （如光伏发电设备）， 后期的

运营成本则较低。 那么政府该如何做出投资决策？ Ｔｓｕｒ 和 Ｚｅｍｅｌ （２０１１） 认为， 发展

中国家由于资本积累较少， 边际资本产值普遍较高， 巨大的机会成本将阻碍政府和

私人投资于光伏等回报较慢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从而延缓国家向绿色经济转

型的速度。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和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２）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不完善的环境政策对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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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一国政府宣布， 在未来某一时间节点将全面实施碳

税， 居民则会形成消费需求下降的预期， 从而增加当期消费， 减少储蓄。 因此， 环

境政策的宣布实施将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 但短期内碳排放量也将快速增加， 由此

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碳排放 “双高” 的局面。
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不仅会带来气候变化问题， 也会对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

影响。 生态系统中的耕地、 森林、 鱼和水资源等原料和产品可以循环使用和生产，
提供给厂商和居民用于生产和消费。 因此， 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 良好的

生态服务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被开发过度时， 不但其自身

会遭到破坏， 还会给经济发展前景带来阴影。 目前来看， 生态系统服务问题并未成为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２０１０）， 仅有少量文献讨论了可持续增长与生态系

统之间的关系。 Ｌｏｐｅｚ （２０１０） 考察了竞争性市场中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利用问题， 认

为一些工业的存在可能会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损害， 如海底石油泄漏会严重破坏生

态系统。 然而， 工业是资本收益的主要来源， 从长期来看会出现两种情况： 当工业对生

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不大时， 即使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 工业化进程也不会威胁到可

持续发展； 而当工业对生态系统有着较大损害时， 工业化进程将会使经济发展不可持

续。 Ｒｏｚｋｒｕｔ （２０１４） 构建了绿色经济增长战略下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 认为生态系

统服务的优化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对全球经济有着明显

的正外部性， 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福利和经济增长， 未来将会逐步受到学界重视， 因此

现阶段研究成果较少的状况并不能掩盖该问题的重要性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四、 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结果， 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回报用来

投资再生产， 经济就能持续增长。 然而，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 资本的边际收益会

逐步下降， 此时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 政府试图保持住经济增长而增加投资的做法会将

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挤出， 使得经济增长不能维持较长时间。 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劳动生

产率， 增加资本边际收益， 因此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 同理， 对于绿色经济增长领

域， 由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是生产过程中的必需品， 且较难被替换， 当资源储量逐步

耗尽时， 厂商将被迫减少投入， 导致有效产出和资本回报下降， 从而拖累经济增长速

度。 此时，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 才能抵消资本回报下降和资源可获得性减少的负面影

响。 可见， 技术创新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利用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 ２０１１）。 然而， 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都能促进经济增长， 区分出不同形式的技术

创新模式， 是研究长期绿色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核心内容。 绿色经济增长下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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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会引发出与传统经济增长领域不同的问题， 如： 不同的技术创新会对资源使用和经

济增长有哪些不同效果以及如何长期维持绿色技术创新等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 导向型技术创新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和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２） 认为环境政策带来的 “技术挤出效应” 仅存在于某

些特定的创新活动中， 主要集中在与化石能源投入、 污染产生紧密联系的技术创新

领域， 而此类技术又被称为污染密集型技术， 即 “棕色技术” （ｂｒｏｗ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与绿色技术试图减少污染物和资源消耗不同， 棕色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资源消耗，
并带来污染。 减少污染将降低资本投资收益并阻碍棕色技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知识

积累。 目前， 已有一些学者试图同时将绿色和棕色技术创新纳入分析框架中， 由此

引出了所谓的 “导向型技术创新” （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问题 （Ｈａｒｔ， ２００８；
Ｇｅｒｌａｇｈ， ２０１１； Ｇａｎｓ， ２０１１）。 “导向型技术创新” 侧重于关注和制约创新者选择绿色

或棕色技术创新的主导因素， 及其对全社会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 “导向型技术创新” 的相关研究已得出如下四个重要结论：
第一， 当资本投入较难替代资源要素投入时， 需要依靠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来维

持长期经济增长。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和 Ｄｅ Ｎｏｏｉｊ （２００３） 研究发现， 由于资源要素投入与资本

投入互补， 当资源投入下降时， 资本收益及棕色技术创新收益也会下降， 从而导致

经济增长停滞。 然而， 在此种情况下， 绿色技术的投资收益则会得到提高， 并刺激

绿色技术投资， 从而带动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 只要绿色技术创新速

度快于棕色技术， 资源投入下降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抵消。
第二， 政府实施产业政策时， 相比常规技术应更重视发展绿色技术。 Ｊａｆｆｅ 等人

（２００５） 认为， 由于技术和环境都存在较强的外部性， 政府会面临两难选择。 一般而

言， 技术和创新市场不完善会使技术创新较容易地外溢给其他厂商。 若其他厂商对

技术加以改进， 生产出的新产品即可将旧产品挤出市场。 这意味着先前的创新者不

能得到技术外溢补偿和应有的创新回报， 且会遭受技术剽窃的损失。 对于技术外溢

的外部性问题， 政府只能通过使用研发补贴对棕色和绿色技术给予补贴， 而对棕色技

术补贴则可能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Ｈａｒｔ （２００８） 认为此问题可通过给予绿色技术比棕

色技术更高的补贴力度来解决。 当环境政策推出后， 厂商将被迫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

排放。 与采用棕色技术相比， 绿色技术会使更多厂商受益， 带来的社会价值也更大， 因

此理应享有更高的补贴力度。 对绿色技术补贴的增加， 又会进一步刺激厂商加大对该类

技术的研发力度， 减少棕色技术投入，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得到缓解。
第三， 与仅存棕色技术相比， 绿色和棕色技术同时存在会使环境政策的实施成

本更低， 因为环境政策可将创新引向绿色技术领域。 Ｇｏｕｌｄｅｒ （２００４） 利用局部均衡

模型证实了这一观点， 并建议环境政策制定者应该驾驭创新动力， 让环境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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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更为顺利。 然而， 当存在市场失灵时， 技术创新可能会偏离环境政策所引导的

路线。 Ｄｉ Ｍａｒｉａ 和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ｒｆ （２００８） 指出， 当知识产权不能较好地被界定和保护

时， 新技术创新将会面临被模仿和抄袭的风险， 不能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 此时，
绿色技术研发动力将会下降， 从而驱使技术创新转向棕色技术领域。

第四， 当环境政策没有实施或实施不力时， 一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被锁定在污染

密集型生产模式。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１２） 对该假说进行了验证。 假定使用绿色技术的厂

商与使用棕色技术的厂商生产相似产品， 两种类型的厂商均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

产率， 唯一的区别在于， 前者的生产过程没有污染。 棕色技术厂商的创新会增加污染，
对环境有害， 而绿色技术厂商的创新可以降低产品价格， 逐步替代棕色技术产品， 从而

减少环境污染。 然而， 当环境政策没有实施或实施不力时 （如未征收污染税）， 相比绿

色技术， 棕色技术由于使用时间较长， 其研发和创新的成本较低， 生产出的产品价格也

较低， 因此具备了更大的需求和利润空间， 以至于把绿色技术挤出市场， 最终将只有棕

色技术厂商可以开展研发活动。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 棕色技术和绿色技术产品生产率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国民经济发展将被锁定在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中。
（二） 通用技术创新

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 和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９５） 提出了通用技术的概念， 将拥有广泛应用潜力

和能够显著提升边际产出的技术称之为通用技术， 如芯片、 发电机、 蒸汽机、 晶体

管等。 要想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通用技术创新必不可少。 高效电力存储技术、 风电转

化效率提升技术、 更廉价的碳捕捉等均可能成为下一代通用技术， 以上可促进零碳生产

的普及， 并提高绿色生产利润。 在实证研究中， 学者们通常将通用技术的发明看成随机

事件。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２０１２） 通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考察绿色通用技术对市场的影响。
在绿色通用技术出现前， 政府只有通过强制实施环境政策才能减少污染， 但会影响潜在

的产出和经济增长。 而当绿色通用技术出现后， 环境政策约束会刺激市场中的各部门采

用绿色通用技术。 尽管在初期需要大量设备投资， 但当各部门均使用绿色通用技术进行

生产后， 投资成本会不断下降， 在实现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对政府而言， 当绿色通用技术出现时， 最优政策是给予技术补贴。 Ｈｅｇｇｅｄａｌ

（２００８） 指出， 通用技术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 政府必须对此给予支持。 当通用技

术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时， 后续的技术改进过程将会相对容易， 而这很容易通过技术

外溢效应被其他厂商所吸收， 从而促使该技术的边际收益递减。 Ｐｏｐｐ （２００２） 发现，
该现象在绿色通用技术领域也存在， 在绿色通用技术发明初期， 技术外溢效应最明

显， 此时应给予较高的技术补贴， 而随着中后期技术外溢效应的逐步削弱， 技术补

贴力度可逐步减少。 在 Ｈｅｇｇｅｄａｌ （２００８） 的设定中， 通用技术的出现属于一种不可预

测的外部技术冲击。 当新通用技术是绿色时， 该技术值得给予高额补贴； 而当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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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是棕色时， 尽管会提升生产率， 但也会造成巨大的环境损害， 补贴应当慎重。
对此，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和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２） 认为， 高污染税的推出可以将许多棕色通用技术

的突破 “扼杀在摇篮中”。 当一国实施污染税政策时， 厂商将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购买

绿色通用技术， 从而有效抑制棕色通用技术的研发活动。

五、 结论与展望

纵观当前绿色经济增长研究， 尽管某些领域还存在争议， 但也在一些问题上达

成了共识：
第一，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长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第二，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政府必须利用产业政策 （如技术补贴） 和环境政

策 （如征收高污染税） 来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 并非所有的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都有效。 一些环境政策也会对经济增长

带来负面影响， 并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 如不恰当的技术补贴可能会导致 “绿
色悖论” 的出现。 但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针对具体情况、 目标实施得当， 长期来看

政策并不会阻碍绿色经济增长。
第四， 长期来看， 减少污染和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并刺激经济增长， 还可以引领、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减少棕色技术研发活动， 促使

国民经济向低污染、 低耗能增长模式迈进。
然而， 尽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的方法是实施绿色经济

增长战略， 但纵观各国的经济发展史， 并未出现过绿色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 虽然

这并不意味着绿色经济增长不可实现，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定会面临诸多问题与

挑战。 时至今日， 各国也未严厉控制碳排放， 目前实施的碳税对控制碳排放作用有

限， 各国政府更多的是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中相机抉择。 短期内， 加强环境监控

带来的资源投入减少和比较优势丧失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 除了一些资源依

赖型的发展中国家， 当前资源投入在全球 ＧＤＰ 中的贡献率还非常低， 而资本的贡献

率则要高得多， 说明适当减少资源投入并不会给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带来较大的影

响， 政府可以为了环境而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 从中期看， 当经济增长持续下滑

一段时间后， 政府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 如何

降低环境政策对中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待突破的问题。 现有研究中的政策建

议分歧较大， 特别是政策的量化模拟研究较少， 使政策建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环

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与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指标等相关联的经验性准则，
类似于货币政策中的 “泰勒准则”。 如果存在， 则能提前模拟环境政策对经济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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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 为政府政策的出台提供更为扎实的研究基础。
在环境政策的外溢效应方面， 现有研究还属空白。 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环境政

策能否具有正的外溢效应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非常值得探讨。 以工业领域为例，
政府出台的工业生产 “绿色化” 推广政策能否发挥政策的外溢效应， 帮助降低绿色

技术的使用成本， 理论上是可行的。 通过推进相关行业、 产业集聚， 发挥规模经济

优势， 既能促进生产过程创新， 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也可减少污染排放。 同时，
当采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时， 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使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还能促进边

际资本产出的增加。 这些问题均有待实证检验。 此外， 非环境政策的环境外溢效应

在现有研究中也较少被关注。 当非环境政策对经济系统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善时， 也

可能对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正外部影响。 例如， 当行政政策试图通过加强行业整合、
提高行业集中度、 完善行业监管刺激经济增长时， 也会让环境监管更加便利， 减少

私人企业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性行为。 政府若能利用好这些政策的外溢效应，
将会有效降低绿色经济增长策略的实施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 现有的绿色经济增长研究普遍强调市场失灵严重影响产品的有效

定价， 从而导致使用绿色技术的厂商难以获取应有的利润。 但必须指出， 还存在诸多影

响绿色技术产品有效定价的非市场因素， 如政治博弈的影响、 真假信息的识别和政策的

执行力度等。 这些问题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已得到重视， 但在绿色经济增长领域还未

被学者们纳入研究视野。 行为经济学可以较好地分析环境政策和技术应用的微观主体影

响， 绿色经济增长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融合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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