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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增强国际竞

争力的必然选择。 作者采用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分析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发展现状、 提升潜力和行业异质性。 研究发

现： 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偏低， 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投入下还有

３３ ８％的提升潜力；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知识密

集型产业高于非知识密集型产业， 污染密集型产业低于清洁生产型产业；
不考虑节能减排因素， 将会低估制造业创新绩效， 说明 “波特假说” 在

中国制造业行业是成立的， 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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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 强国之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 建成了门类齐全、 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 有力推动了工业

化和现代化进程。 目前， 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

国。 然而，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 在自主创新能力、 资源

利用效率等方面差距明显， 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以及人民币汇率持续攀

升， “中国制造” 固有的成本竞争优势也在逐渐被削弱， 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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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挑战。 根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６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

数》，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的 １０ 年间，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５ 倍， 比 １９９５ 年上涨了 １５
倍。 此外，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业规模扩张与优势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同时， 中国制造业

存在着产能过剩危机和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双重困境。 目前， 中国制造业的平

均产能利用率约为 ６０％ ， 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接近 ８０％的水平，
也低于全球制造业约 ７０％的平均水平。 在新常态下， 提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资

源利用效率， 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是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

然选择。
长期以来， 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也导致了资源消耗量的高速增长和污染物排放

量的不断攀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制造业在有效发明专利数高速增长的同时， 能源消

耗总量也在不断增加， 受 “十二五” 规划环境约束指标限制， 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

先增后降趋势 （见图 １）。 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必须把创新和绿色

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促进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 要加

强节能环保技术、 工艺、 装备推广应用，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促进制造业走上一条绿

色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指出， 到 ２０２５ 年， 不仅制造业整体创新

能力要显著增强， 而且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及污染物排放要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实现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创新、 能耗及排放情况

可见， 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构建绿色创新系统并促进其绿色创

新绩效提升已成为实现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隋俊等， ２０１５）。 与传统

创新绩效相比， 本文从效率视角考察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 即在评估制造业创新

绩效时不仅考察期望产出， 还考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节能减排因素。 具体而

言， 本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 研究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制造

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潜力、 行业分布等， 并分析了节能减排对制造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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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述评

大多数文献从创新能力视角对制造业创新发展进行了研究 （张华胜， ２００６） ，
而基于创新效率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黄鲁成和张红彩 （２００６） 采用因子分析定

权法对北京市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 发现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技

术创新效率较低， 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技术效率却较高。 陈泽聪和徐忠秀

（２００６） 采用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对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３ 年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分析

发现，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和区域差异， 高技术行业显

著高于低技术行业， 东部沿海地区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俞立平 （２００７） 采用基

于 ＤＥＡ 的 ＢＣＣ 模型对 ２００５ 年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分析发现， 中国制造业创新效

率总体偏低， 纯技术效率要小于规模效率。 孙文杰和沈坤荣 （２００９） 基于 ＳＦＡ 方

法对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发现，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

低档次的机械制造业领域创新效率较高， 而石油加工等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创

新效率相对较低。 韩晶 （２０１０） 基于 ＳＦＡ 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发

现， 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主要是经费拉动型的， 其创新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上， 而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效率偏低。 这些文献采用不

同的研究方法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及其行业差异、 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许

多有意义的结论， 但均忽视了制造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的能源消耗和环境

污染问题。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环境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会以增加厂商的私人成本、

降低其竞争力为代价， 从而会抵消环境保护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效应， 对企业创新能力

产生负面影响， 也即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负面的 “抵消效应”。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 而这些创新活动将

提高企业生产力， 从而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可以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

能力， 即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面的 “补偿效应”， 这就是所谓的 “波特假

说”。 “波特假说” 向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为重新认识环境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不少文献对中国是否存在

“波特假说” 进行了研究。
关于 “波特假说” 在中国制造业领域的验证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部分

研究认为 “波特假说” 是成立的， 环境规制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研发创新。 童伟伟和

张建民 （２０１２） 基于世界银行 ２００５ 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 环境规制

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 但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东部显著， 中西部地区不

明显。 蒋为 （２０１５） 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
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面临更强环境规制

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 位于更强的产权保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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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更高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 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为明显。 大部分

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Ｕ” 型关系， 认为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最优规制区间。 蒋伏心等 （２０１３） 基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江苏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发现，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

现 “Ｕ” 型动态关系， 王树乔等 （２０１６） 基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江苏制造业 ２８ 个行业的

面板数据也得出此结论， 且认为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 环境规制技术溢出更多地

凸显在补偿效应， 而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而言， 环境规制带来的抵消效应更为显著。
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没有影响， “波特假说” 在中国制造业

领域并不存立。 李廉水和徐瑞 （２０１６） 基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发

现，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尤其是清洁生产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余东华

和胡亚男 （２０１６） 基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发现， 在即期和

滞后各期内， 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始终是负向影响。 可见， 现有

关于环境保护与创新发展关系的研究， 基本上都是对 “波特假说” 的验证， 而将环

境保护纳入创新绩效测算框架内， 测算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尚

不多见。
绿色创新概念在学界的盛行始于 ２００５ 年 （ Ｓｃｈｉｅｄｅｒｉ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随着资

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 上至国家下至企业都日益重视绿色创新， 试图通

过实施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总体来讲， 当前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国家、 区域、 行业和企业四个层面。 一些文献对国内外绿色创新的内涵界

定、 研究视角、 研究内容、 主要结论等进行了系统梳理 （张钢和张小军，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李旭， ２０１５） 。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对绿色创新尚未给出一个统

一的定义， 且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导致研究结论差异较大。 本文认为绿色创

新， 不仅具备了一般创新的新颖性和价值性特征， 还具备能够实现资源节约和环

境改善的特征， 也就是说绿色创新是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在评估制造业创新绩效时， 要么只考虑到了制造业创新发展

带来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期望产出， 要么只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创新关系的 “波特假

说” 进行检验， 却忽视了制造业创新发展带来的具有负外部性的非期望产出， 更没

有将环境保护纳入创新绩效测算框架内进行研究。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文具有两个边

际贡献： 一是本文从效率维度对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评估， 在具体测度过程

中， 我们不仅考虑了期望产出， 还考虑了非期望产出。 本文将这种既考虑期望产出又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创新绩效， 定义为绿色创新绩效， 将仅考虑期望产出但不考

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创新绩效， 定义为传统创新绩效。 二是本文考察了中国制造业

绿色创新绩效的行业分布特征， 按照不同划分标准， 将制造业划分为了知识密集型产

业、 非知识密集型产业、 污染密集型产业、 清洁生产型产业等， 并分别考察了这些分

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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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测度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 将每一个制造业行业看

作一个决策单元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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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每个

决策单元具有一个投入向量， 记为 ｘ∈Ｒｍ； 每个决策单元具有两个产出向量， 其中， 一个

为期望产出向量， 记为 ｙｇ∈Ｒｓ１， 另一个为非期望产出向量， 记为 ｙｂ∈Ｒｓ２。 则可以定义如

下矩阵： Ｘ ＝ ［ｘ１， …， ｘｎ］ ∈Ｒｍ × ｎ、 Ｙｇ ＝ ［ｙｇ１， …， ｙｇｎ］ ∈Ｒｓ１ × ｎ、 Ｙｂ ＝ ［ｙｂ１， …， ｙｂｎ］
∈Ｒｓ２ × ｎ， 其中， Ｘ ＞ ０， Ｙｇ ＞ ０， Ｙｂ ＞ ０。 那么， 我们可以将生产可能性集 （Ｐ） 定义为：
Ｐ ＝ ｛ （ｘ， ｙｇ， ｙｂ） ｘ≥Ｘλ， ｙｇ≤Ｙｇλ， ｙｂ≥Ｙｂλ， ∑λ ＝１｝。

与传统 ＤＥＡ 模型 （例如 ＣＣＲ、 ＢＢＣ） 相比， ＳＢＭ 模型考虑了投入和产出的松弛

变量问题， 因此， 本文在 Ｔｏｎｅ （２００３）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

基于产出角度的规模报酬可变情形下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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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 ｓ 表示产出的松弛变量， ｒ 表示产出的个数， ｓ１ 表示期望产出的个数， ｓ２
表示非期望产出的个数， λ 表示权重向量， 其中， ∑λ ＝ １ 时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目

标函数 ρ∈ ［０， １］， 当且仅当 ρ ＝ １ 时， 该决策单元位于效率前沿， 各投入松弛变量

为 ０。 此时， 决策单元是具有完全效率的。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构建的测度制造业绿

色创新绩效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仍是一个测算相对效率的 ＤＥＡ 模型。
当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时， 只需将 （１） 式中的 ｙｂ 部分略去即可， 此时的模型为不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于产出角度的 ＳＢＭ 模型， 本文将采用 ＳＢＭ 模型测度制造业的传

统创新绩效。
（二） 变量说明

基于行业分类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

橡胶塑料制品业， 其他采矿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其他行业都不考

虑， 因此一共是 ２８ 个行业 （具体行业见表 １）。 测算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的绿色创

新绩效需要涉及如下投入产出变量。 投入变量主要包括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Ｒ＆Ｄ 经

费内部支出额和能源消耗总量三个变量， 产出变量主要包括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

销售收入、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三个变量。 其中， 新产品销售收入采用 ２００９ 年不变

７７

朱承亮： 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及其行业差异



价进行处理，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额采用通用的永续盘存法核算研发资本存量， 且采

用 ２００９ 年不变价进行处理。
与类似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在测算制造业创新绩效时， 考虑了能源消耗总量和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两个指标， 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的是制造业的非期望产

出。 之所以选择二氧化硫排放量， 是因为该指标是国家五年规划中的主要约束性指

标， 且具有可得性。 之所以考虑能源消耗总量， 是因为能源消费总量是导致制造业生

产非期望产出的重要投入要素。 能源消耗总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年

能源消耗量根据 ２０１３ 年增速测算；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 其他指标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四、 实证分析

总体来看，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偏低， 仍具有较大提升潜力。 测算结果表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均值为 ０ ６６２， 这表明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投入

下， 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还有 ３３ ８％ 的提升潜力， 现阶段应通过优化组织结

构、 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来改善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 最大限度发挥

创新潜力， 使制造业绿色创新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向技术前沿面逼近， 方可释放

出巨大的创新生产力。
分行业来看，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见表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仪器仪表机械制造

业、 家具制造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六个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为 １， 说明这

六个行业的绿色创新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已经达到了技术前沿面， 要想进一步提高绿

色创新绩效， 必须进行技术变革， 依靠技术进步将技术前沿面外移。 此期间其他 ２２
个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都小于 １， 其中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和石油核燃料制造

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较高， 分别为 ０ ７９５ 和 ０ ７２５， 而饮料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的

绿色创新绩效较低， 分别为 ０ ３８８ 和 ０ ４００。 这意味着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投入

下， 这些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应通过优化组织结构、 加强内部

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 最大限度发挥创新潜力， 提高绿色创新绩效， 使绿色创

新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向技术前沿面逼近。
根据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特点， 制造业绿色创新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到技术前

沿面的距离， 即为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投入下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潜力， 可以

通过 “１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 计算而来。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指的提升潜力是指

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投入不变前提下的相对提升潜力。 可见， 当前绿色创新绩效越

低的行业即为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潜力越大的行业。 从图 ２ 可见， 饮料制造业和造纸及

纸制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潜力均在 ６０％ 以上，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食品制造

业、 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 纺织业、 皮革皮毛制品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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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及其比较

产业分类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绿色创新

绩效均值

传统创新

绩效均值

电气机械器材 ０ ９８７ ０ ８６０ ０ ７３２ ０ ７７１ ０ ６９７ ０ ７２２ ０ ７９５ ０ ７８５

纺织服装鞋帽 ０ ６２６ ０ ４１０ ０ ４９６ ０ ４０７ ０ ５４８ ０ ４８７ ０ ４９６ ０ ４１３

纺织业 ０ ５１３ ０ ５９６ ０ ４００ ０ ４００ ０ ３９６ ０ ４５２ ０ ４６０ ０ ４１４

非金属矿物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５０５ ０ ５２３ ０ ５０４ ０ ４９３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３

工艺品及其他 ０ ７０３ ０ ５０１ ０ ４５１ ０ ３４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６６６ ０ ６１０

黑色金属冶炼 ０ ５５４ ０ ６１３ ０ ５３６ ０ ６３２ ０ ４７４ ０ ４４５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３

化学纤维制造 ０ ５１５ ０ ４１４ ０ ４２１ ０ ４９３ ０ ４４８ ０ ３９２ ０ ４４７ ０ ３７９

化学原料制品 ０ ５６９ ０ ５３６ ０ ５５１ ０ ５９８ ０ ５８１ ０ ５８４ ０ ５７０ ０ ５９５

家具制造业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７６５

交通运输设备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金属制品业 ０ ６７２ ０ ６０９ ０ ５６４ ０ ５５５ ０ ５２９ ０ ５４４ ０ ５７９ ０ ５４８

木材加工制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３８３ １ ０００ ０ ３６１ ０ ３６７ ０ ６８５ ０ ６５８

农副食品加工 ０ ５０７ ０ ４７４ ０ ４４８ ０ ４８８ ０ ４５２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３ ０ ４１９

皮革毛皮制品 ０ ４０５ ０ ４８４ ０ ４５８ ０ ４４１ ０ ４３１ ０ ４８９ ０ ４５１ ０ ３８８

石油核燃料 ０ ６３７ ０ ６１８ ０ ５２０ ０ ５７４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５ ０ ７３０

食品制造业 ０ ６０６ ０ ５８０ ０ ３８２ ０ ４４４ ０ ４３８ ０ ４４８ ０ ４８３ ０ ４４０

通信设备制造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通用设备制造 ０ ５８３ ０ ５３１ ０ ５８１ ０ ６２２ ０ ５９７ ０ ６００ ０ ５８６ ０ ５８２

文教体育用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８５０

橡胶塑料制品 ０ ６２７ ０ ４６３ ０ ５３５ ０ ４８１ ０ ４９９ ０ ４９５ ０ ５１７ ０ ４７２

烟草制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医药制造 ０ ６７３ ０ ６２７ ０ ６２８ ０ ５５９ ０ ５５８ ０ ５７０ ０ ６０２ ０ ６０２

仪器仪表机械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５９１

饮料制造 ０ ４０９ ０ ４２１ ０ ３７７ ０ ３８６ ０ ３９０ ０ ３４４ ０ ３８８ ０ ３１３

印刷业及复制 ０ ８０８ ０ ５４１ ０ ５０５ ０ ７４５ ０ ７８６ ０ ６３１ ０ ６６９ ０ ４２４

有色金属冶炼 ０ ６６１ ０ ６４０ ０ ６１０ ０ ５９８ ０ ８１７ １ ０００ ０ ７２１ ０ ７５５

造纸及纸制品 ０ ３６１ ０ ４６６ ０ ３９９ ０ ４０５ ０ ３７９ ０ ３９１ ０ ４００ ０ ３４１

专用设备制造 ０ ５５１ ０ ５６９ ０ ６２６ ０ ６２１ ０ ６２１ ０ ６４７ ０ ６０６ ０ ６０１

　 　

效提升潜力处于 ５０％ ～ ６０％ 之间， 当前应重点加强这些行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改善，
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创新生产力。 相比较而言， 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 石油核燃料制造

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潜力较小， 均在 ３０％ 以下， 但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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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潜力

２０％ ， 当前绝不能忽视这三个行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改善。 由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

造业等六个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达到了 １， 因此这些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潜

力为零， 当前应当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 将这些行业的技术前沿面外移。
为进一步比较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行业差异， 我们对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进行了

分类处理。 首先， 我们根据 ２０１４ 年人均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计算相对有效发明专利

强度，① 将相对有效发明专利强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定义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其余行业定义为非知识密集型产业。 由于 ２０１１ 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就没有公布工业总

产值数据， 因此我们根据 ２０１１ 年单位工业总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计算相对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 将相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定义为污染密集型产

业， 其余行业定义为清洁生产型产业。 核算结果表明， 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机

械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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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制品业等 ８ 个行业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其绿色创新绩效均值为

０ ７７０， 显著高于非知识密集型产业绿色创新绩效均值 ０ ６１９；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制造业、 石油核燃料制造业、
化学原料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和农副食品加

工业等 １１ 个行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 其绿色创新绩效均值为 ０ ５３５， 显著低于清洁

生产型产业绿色创新绩效均值 ０ ７４４。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创新绩效高于非知识密

集型产业，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低于清洁生产型产业， 这一结论进一步揭

示了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行业异质性， 这与行业自身特征及技术特征是相符的。 知

识密集型产业均属于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人均 Ｒ＆Ｄ 显著高于制造业行业平均水

平， 而污染密集型产业也均属于高耗能产业， 其单位能耗显著高于制造业行业平均

水平。
为了考察节能减排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我们采用 ＳＢＭ 模型计算出了不考

虑节能减排的传统创新绩效。 总体来看， 制造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要明显高于传统创新

效率， 也就是说， 不考虑节能减排因素， 将会低估制造业的创新绩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不考虑节能减排因素基于 ＳＢＭ 模型计算的制造业传统创新绩效均值为 ０ ６０４， 低

出考虑节能减排因素基于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计算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 ０ ６６２ 约 ５ ８
个百分点 （见图 ３）。 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 “波特假说”， 加强制造业环境规制，
这就要求制造业企业安装脱硫设备， 更新清洁生产工艺等，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

本， 在短期内可能会拖累企业创新绩效的改善， 但从长期看， 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使

制造业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 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 而这些创新活动将有

助于提高企业生产力， 从而抵消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 从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在市场

上的盈利能力， 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图 ３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与传统创新绩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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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假说” 在制造业内部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非金属矿物制造

业、 黑色金属冶炼制造业、 化学原料制品业、 石油核燃料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制造

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要低于传统创新绩效， 此期间这五个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均值分别

为 ０ ６７１、 ０ ５４２、 ０ ５７０、 ０ ７２５ 和 ０ ７２１， 而这五个行业的传统创新绩效均值分别为

０ ６７３、 ０ ５５３、 ０ ５９５、 ０ ７３０ 和 ０ ７５５， 分别比绿色创新绩效高 ０ ２、 １ １、 ２ ５、 ０ ５
和 ３ ４ 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些行业在制造业中消耗了较多的能源且排放了

较多的污染物， 均属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因此， 这些行业在追求绿色创新发展过程

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清洁技术进行节能减排工作， 从而导致其绿色创新绩效要低于传统

创新绩效。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现制造业的绿色创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

择。 本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模型， 研究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２８ 个制

造业行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发展现状、 提升潜力、 行业异质性等， 且分析了节能减排对制

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 当前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偏低， 在现有技术条件

和资源投入下， 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还有 ３３ ８％的提升潜力； 制造业绿色创新绩

效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创新绩效高于非知识密集型产业， 污

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低于清洁生产型产业， 这与行业自身特征及技术特征是相

符的； 不考虑节能减排因素， 将会低估制造业的创新绩效， 说明 “波特假说” 在中国

制造业行业是成立的， 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总体而言，

实现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创新发展， 要求积极贯彻落实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等一系列战略部署。 具体而言， 一是要着力提升科

技创新支撑能力， 大力增加绿色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 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 重

视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研发， 加快钢铁、 有色、 化工、 建材、 造纸等传统产业绿色化

改造关键技术研发， 支持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等绿色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研发， 鼓

励支撑工业绿色发展的绿色工艺与设备、 环保材料等领域的共性技术研发。 二是要

积极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清洁生产型产业。 加强交通、 通信、 医药、 仪器仪

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储备， 积极培育更多的具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

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 此外， 在钢铁、 化工、 造纸等领域积极建设清洁生产型企

业， 不断提升其清洁生产水平。 三是要加强环境规制， 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 针对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 需要积极引导钢铁、 建材、 有色、 化工、 造纸

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逐步建立基于技术进步的清洁生产高效推

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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