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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 扩大进口既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

略抉择， 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文在探讨进口贸易影响绿色生产

率的基础上， 将空气污染物、 二氧化碳和能源消费纳入生产函数， 使用动态 ＳＢＭ
模型测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

了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整体水平偏低， 呈波动下降走势和东高西低空间分布， 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生产

率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 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并且进口产品技术含量

越高， 其提升效应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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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 主动扩大进口既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

抉择， 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与中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 中国的 “人类

发展指数” 在联合国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仅位列 ８５， 环境可持续发

展是拖滞总体水平的重要因素。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实

现人与自然的绿色和谐发展， 这是新兴经济体实现向发达经济体跃变的重要特征。
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的绿色和谐发展。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发展生产力。 城市作为人

口、 产业的集聚中心， 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区， 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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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既往的粗放型、 污染型增长路径转向高质量的绿色型增长路径。
既有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提高了绿色生产率。 究其原因， 进口贸易不仅可以直接提

高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和产品质量， 也会间接地促进市场竞争， 促进企业重视技术

研发和质量管理， 最终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高 （简泽等， ２０１４［１］； Ｙｕ， ２０１５［２］；
张杰等， ２０１５［３］；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４］； 钱学锋和王备， ２０１７［５］）。 理论上看， 进口

贸易可通过替代效应、 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途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产生影响。 在替代效应方面， 随着中国城市环境承载空间、 土地和用工成本优势

消耗殆尽， 居民对环境舒适度诉求上升， 越多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扩大进口， 通过进

口替代本土高耗能、 高污染产品的生产， 这也是美国、 日本和欧洲等全球化先行国

家的历史发展道路。 在技术进步方面， 不仅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有助于中国吸引高

端创新要素、 增加绿色技术研发和生产要素投入， 并且企业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来学

习、 吸收和消化进口产品中的前沿技术， 从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成功率

（Ｙａｓａｒ， ２０１３［６］； 陈维涛等； ２０１８［７］ ）， 最终提高企业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 在资

源优化配置效应方面， 进口贸易的竞争效应会加快低效率企业退出， 为高效率企业

进入腾出发展空间 （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８］； 周开国等， ２０１８［９］ ）， 并为高端要素

进入和产业升级提供发展空间， 从而优化了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最终推动产业升级

和城市专业化分工。
围绕研究主题，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有边际贡献： 第一， 与既有文献大多从企

业微观层面分析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不同， 本文从宏观层面切入，
重点考察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是研究进口贸易经济效应的一

个补充。 第二， 本文基于 《中国海关数据库》 不仅计算了城市总进口， 且进一步

将其细化为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并借助夜间灯光数

据， 使用反演法估计了城市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通过新指标给相关领域的

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第三， 本文从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和城市开放程度两个方面分

析了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为不同产业和城市层面制度设计提供

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 文献综述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有两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测算指

标体系中未考虑资源环境投入和环境污染物产出， 二是忽略了不同时期、 不同截面

之间的可比性， 且当投入和产出指标存在非松弛时， 传统的径向 ＤＥＡ 等模型会高

估评 价 对 象 的 效 率 （ 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１０］。 针 对 第 一 个 缺 陷， Ｃｈｕｎｇ 等

（１９９７） ［１１］引入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并构建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生产效率指数，
由于该效率测度方法无需价格信息和生产函数形式， 并可用多种指标衡量非期望产

出， 而被广泛采用。 例如， 胡鞍钢等 （２００５） ［１２］ 和陈诗一 （２０１０） ［１３］ 将能源消费、
工业三废和二氧化碳排放纳入到中国省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中； 陈诗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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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１４］、 Ｚｈａｎｇ 和 Ｔｉａｎ （２０１９） ［１５］ 在测算中国城市全要绿色生产率时， 在产出

指标中增加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 但受统计数据限制， 仅使用城市生活能源消费

明显低估了能源总投入， 也忽视了生产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雾霾污染， 忽

视这些指标即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原则， 也会造成绿色生产全要素率测算偏误。 针

对第二个缺陷， Ｆａｒｅ 和 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 （２０１０） ［１６］ 等构建了松弛的静态方向性函数评估

模型 （ＳＢＭ）， 但 ＳＢＭ 模型需要在每一期构造一个相应的技术前沿， 导致测度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同期不同截面之间的相对效率， 从而在长期评价中带来了生

产率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困难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和 Ｔｉａｎ， ２０１９［１７］）。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１８］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和研发资本高于发

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本和生产技术可通过物化在中间产品中溢出到发展中

国家。 随后， Ｃｏｒ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１９９５） ［１９］ 对以色列、 ＯＥＣＤ 和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

的实证研究发现， 出口国的研发资本投入对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影

响， 并与进口开放度正相关。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０］ 和 Ｍｅｌｉｔｚ 等 （２００８） ［２１］ 通过理论模

型揭示了进口影响企业生产率的 “选择效应” 和 “学习效应”， 一些学者基于美

国、 印度尼西亚、 乌拉圭等国家的微观企业数据验证了上述两条影响机制 （Ｂｒｏ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２２］；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２３］；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ｎ， ２００７［２４］；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５］）。 随着中国对进口贸易的日益重视， 国内关于进口贸易对企业生产率

影响的研究也逐渐丰富。 张翊等 （ ２０１５） ［２６］、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 ２０１６） ［２７］、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８］利用中国海关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和 ＢＡＣＩ 等数据研究发现， 中间品和

资本品进口可以通过进口产品的数量效应、 种类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制造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 尽管现有研究的结论还远未达成一致， 但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都显示，
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与进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技术含量 （Ｌｏｏ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９］、 进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学习能力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以及与进口

企业的出口行为 （李新等， ２０１３） ［３０］等因素密切相关。
与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备受关注不同， 进口对能源环境和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认为进口产品往往包含

较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 进口贸易一方面有利于进口国向出口国学习和模仿创新清

洁型技术， 另一方面进口加剧市场竞争也会激励企业加大清洁型技术的研发投入，
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

作用。 吴晓怡等 （２０１６） ［３１］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关税和能源效率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关税减让有利于提升制造业能源效率， 但中间投入品的作用

并不明显， 其可能的成因是， 最终品进口替代本国生产节约能源投入和环境排放，
而中间投入品进口引致了更多的污染型技术出口企业的投资生产。 齐绍洲和徐佳

（２０１８） ［３２］认为扩大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线性的影响， 利用面板门槛效

应模型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 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 金融发展和

制度质量是作用发生扭转的门槛条件。
上述研究为探讨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提供了基本分析

框架和理论基础， 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 虽然绿色全

３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经贸论坛



要素生产率考虑了能源资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等， 但在实际测算过程中依然面临一

定的挑战， 由于中国城市层面缺乏相应的能源消费、 二氧化碳和雾霾污染等统计数

据， 需要开发新的数据和技术构建相应的指标。 其次， 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正在发

生根本性转向， 通过主动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发展， 加强研究进口贸易的经济效应

就更加重要。 最后， 鲜有文献从中国城市层面分析进口贸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文献， 并且中国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距巨大， 进口开放的冲击

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也是值得分析的内容。

二、 模型构建和指标测算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新经济增长模型框架， 假定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一个城市的进口

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共同决定， 具体模型如下：
Ｙｉｔ ＝ Ａ（Ｏｐｅｎｉｔ， Ｈｉｔ） Ｋα

ｉｔ Ｌβ
ｉｔ （１）

式中， Ｙｉｔ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的 ＧＤＰ 产出； Ｏｐｅｎ 为城市进口开放； Ｈ 为城市人力资

本； Ｋ 为物质资本； Ｌ 为劳动； α 和 β 分别为物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 介于 ０ 到

１ 之间。 Ａ （·） 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效率函数， 表示为多种因素组合， 具体模

型如下：
Ａ（Ｏｐｅｎｉｔ， Ｈｉｔ） ＝ Ａｉ０ ｅλｉｔＯｐｅｎμｉ

ｉｔ Ｈηｉ
ｉｔ （２）

式中 Ａｉ０ 为 ｉ 市的初始技术效率水平； ｅλ为城市外生的技术进步效率； μ 和 η 分

别为进口开放和人力资本的技术进步效率弹性系数。 将式 （２） 带入式 （１） 可得：
Ｙｉｔ ＝ Ａｉ０ ｅλｉｔＯｐｅｎμｉ

ｉｔ Ｈηｉ
ｉｔ Ｋα

ｉｔ Ｌβ
ｉｔ （３）

将式 （３） 两边同除 Ｋα Ｌβ 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公式：
ＴＦＰ ｉｔ ＝ Ｙｉｔ ／ Ｋα

ｉｔ Ｌβ
ｉｔ ＝ Ａｉ０ ｅλｉｔＯｐｅｎμ

ｉｔ Ｈη
ｉｔ （４）

将式 （４） 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ｌｎ Ａｉ０ ＋ λ ｉｔ ＋ μ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 ηｌｎ Ｈｉｔ （５）

对式 （５） 利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估计， 可能会因为遗漏城市和时间效应而导

致估计偏误。 为了减少缺省因素的干扰， 本文在式 （５） 基础上加入城市效应和时

间效应两个虚拟变量， 修正后的实证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ＴＦ Ｐ ｉｔ ＝ ｌｎ Ａｉ０ ＋ λ ｉｔ ＋ μ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 ηｌｎ Ｈｉｔ ＋ θＸ ＋ ϑｉ ＋ υｔ ＋ εｉｔ （６）

式 （６） 中， ＴＦＰ ｉｔ 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ϑｉ 和 υｔ分别为城市虚拟变量和年

份虚拟变量； Ｘ 为其它控制变量， θ 为估计系数；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借鉴既有研究，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实际 ＧＤＰ （ ｒｇｄｐ）、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人力资本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 ｈｕｍａｎ）、 实际利用外商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 ｆｄｉ）、 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ｆｉｃ）、 城市人口占从人口比重 （ ｌａｂｏｒ）、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各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 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变量数据使用插值法补充。
（二）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为了解决静态 ＳＢＭ 模型测算决策单元的跨期效率不可比性问题， 本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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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和 Ｔｉａｎ （２０１９） 开发的动态 ＳＢＭ 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在

非径向条件下， 该模型将城市 ｉ 的效率求解表示为：

ρ∗
ｉ ＝ ｍｉｎ

１ － １
ｍ ＋ ｎｂａｄ

（∑ ｓ

ｊ ＝ １

ｗ －
ｔ ｓ －∗ｊｔ

ｘｒｉｔ

＋ ∑ ｎｂａｄ

ｊ ＝ １

ｓｂａｄ∗ｊｔ

Ｚｂａｄ
ｉｊｔ

）

１ ＋ １
ｍ ＋ ｎｇｏｏｄ

（∑ ｓ

ｊ ＝ １

ｗ ＋
ｔ ｓ ＋∗ｊｔ

ｘｒｉｔ

＋ ∑ ｎｇｏｏｄ

ｊ ＝ １

ｓｇｏｏｄ∗ｊｔ

Ｚｇｏｏｄ
ｉｊｔ

）
（ ｔ ＝ １， ２， ３…Ｔ） （７）

式 （７） 中， ｎｇｏｏｄ和 ｎｂａｄ分别为期望和非期望变量， ｛λ ｔ∗｝， ｛ ｓ－∗｝， ｛ ｓ＋∗｝
ｓ ＋∗ｉｔ{ } ， ｛ ｓｇｏｏｄ∗｝ 和 ｛ ｓｂａｄ∗｝ 为最优求解参数集合。 本文的决策单元为 ２７１ 个地级

以上城市，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投入指标包括能源消费、 劳动力、 物质资

本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其中物质资本根据永续盘存法得到， 劳动力为本市从业人

员数， 并借鉴 Ｚｈｏｕ 等 （２０１８） ［３３］的方法基于校准后的夜间灯光数据估算各个城市

历年的能源消费。 期望产出指标为使用省 ＧＤＰ 平减后的实际 ＧＤＰ， 非期望产出指

标包括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和 ＰＭ２ ５。
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中国目前还缺乏城市层面的长时间段可比较的二氧化碳排

放统计数据， 本文借鉴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４） ［３４］ 的做法， 构建如下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估计模型：

Ｃｃ ＝ Ｃｐ × （Ｃ
︿

ｃ ／ Ｃｐ

︿
） ＝ Ｃｐ × ［（α

︿
× ＮＴ Ｌｃ ＋ βｐ ＋ δｔ ＋ εｉｔ） ／ （α

︿
× ＮＴ Ｌｐ ＋ βｐ ＋ δｔ ＋ εｉｔ）］

Ｃｃ ＝ Ｃｐ × （Ｃ
＾

ｃ ／ ＣＰ） ＝ Ｃｐ × ［（α
＾
× ＮＴＬｃ ＋ βＰ ＋ δｔ ＋ ｅｉｔ） ／ （α

＾
× ＮＴＬｐ ＋ βＰ ＋ δｔ ＋ ｅｉｔ）］ （８）

式 （８） 中， Ｃｐ是为省际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
︿

ｃ和 Ｃ
︿

ｐ 分别是基于夜间灯光估算的

城市及其所在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ＮＴＬ 相应的灯光总量度值， βｐ 和 δｔ分别为地区

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遵循陈诗一和陈登科 （２０１８） ［３５］的做

法从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全球 ＰＭ２ ５矢量图中提取各城市历年的雾霾浓度数据。 二

氧化硫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部分缺失数据使用前后两个窗口

期的平均数。
（三） 城市进口贸易测算

由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等相关统计年鉴中缺乏各个城市进口数据， 本文

使用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 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各城市的进口数据。 具体而

言， 首先将 ８ 位 ＨＳ 代码进口数据转为 ６ 位数据， 然后以 ２００２ 年 ＨＳ 数据分类和行

业分类标准为基准进行调整， 继而按进口地城市将历年的各条进口数据进行加总到

城市， 最终得到城市进口总额。 此外， 为更好地区分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进口开

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还分别计算了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

密集型三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额。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本特征事实

本文使用动态 ＳＢＭ 模型测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１ 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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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汇报了样本期内区间分布特征， 从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来看， ２０００ 年

的平均值为 ０ ３８５６， 随后呈波动下降走势， 到 ２０１３ 年下降为 ０ ３０４７， 此结果与众

多基于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微观数据测算使用 ＯＰ 和 ＬＰ 等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

率走势基本一致， 这说明本文使用动态 ＳＢＭ 模型和选择的指标数据测算的结果是稳

健可信的。 从区间分布来看， ２０００ 年较低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四类生

产率指数城市分别有 ７５ 个、 １３６ 个、 ３５ 个和 ２５ 个，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 年 ７７ ８６％的城

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处于低水平状态， 到 ２０１３ 年较低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城市增加到 １３１ 个、 超过 ０ ５０ 的城市则下降到 ２８ 个。 从分地区来看， ２０１３ 年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依次递减， 分别为 ０ ３６５０、 ０ ２７５５ 和

０ ２６７２， 该数据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进口额度空间分布一致。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区间

变量 指数区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东部２０１３ 中部２０１３ 西部２０１３

较高绿色生产率 ０ ７５ 以上 ２５　 　 ２２　 　 １８　 　 １８　 　 ８　 　 ５　 　 ５　 　

高绿色生产率 （０ ５０～０ ７５） ３５ １９ １３ １０ ７ ２ １

低绿色生产率 （０ ２５～０ ５０） １３６ １１１ １１７ １１２ ５３ ３７ ２２

较低绿色生产率 ０ ２５ 以下 ７５ １１９ １２３ １３１ ３２ ６１ ３８

平均绿色生产率 ０ ３８５６ ０ ３２２４ ０ ３１６４ ０ ３０４７ ０ ３６５０ ０ ２７５５ ０ ２６７２

为进一步考察进口贸易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分别绘

制了城市总进口及三类要素密集型产品进口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散点图。 图 １ 显

示， 以 ２０１３ 年数据为例， 城市总进口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的存在正相关

关系， 相关系数为 ０ ０３８８； 而技术、 资本和劳动三种密集型产品进口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２８４ 和 ０ ０３７６， 且

通过 １％置信水平检验。 该结果也支持了前文分析中提出的一个判断， 城市进口与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且这种这项相关性在技术含量越高的进口产品中表现的

越显著。 当然， 上述分析结论仅是一个初步判断， 需要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结论还

需要更加严谨的实证检验和分析。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汇报了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各

变量的系数值在逐个引入回归估计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明显变动， 且可决系数达到

０ ９６０， 这反映了模型选取的自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
特别是城市进口的估计系数保持在 ０ ０２２ 左右， 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

较为稳定。 以模型 （８） 为例， 在控制城市固体效应和年份效应条件下， 城市进口

总额的对数值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２２， 从经济统计意义

讲， 城市总进口每增加 １％可以提高城市全要素绿色生产率 ２ ２％。 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尤其是 ２００７ 年以来， 中国积极主动地坚持调整对外经贸战略，
主动扩大进口， 特别是快速扩大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 多种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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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进口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散点图

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引进显著了提升了机械制造、 通信制造业等工业制造业的技术进

步和全要素生产率 （李新等， ２０１３； 张翊等， ２０１５； 张杰等， ２０１５； 邢孝兵等，
２０１８［３６］）。 此外， 进口开放还会促进国内和国外市场一体化， 加剧企业竞争和减少

市场扭曲， 从而促进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和价值链创新 （谢贤君， ２０１９） ［３７］。
在控制变量方面， 估计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研究结论。 具体地， ＧＤＰ

的增长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这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吸引

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起着重要作用。 相反地， 第二产业比值的增长却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 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尚未完成， 工业污染物

排放仍是城市污染的一大来源， 从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造成不利影响。 人力资本

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作用并非仅仅充当 “守夜

人” 的角色， 而是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支持和产业政策指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 成为一个 “有为政府”。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这主要是城市化使得从配置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流动到配置效率较高的

城市地区和服务业部门， 且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群的形成还可以产生环境治理成本

投入的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 用以表示对外开放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甚至有负面影响， 这与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的研究结

果一致， 印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 “污染天堂假说”， 也进一步说明若在偏

软的环境管制强度下， 扩大进口比引进外资能更有效地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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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３ ００３） （１０ ５０５） （９ ３０１） （９ ３０１） （９ ２０６） （８ ７７８） （８ ９５９） （８ ７９３）

ｌｎｒｇｄｐ ０ ４４９∗∗∗ ０ ４８５∗∗∗ ０ ４８５∗∗∗ ０ ４８５∗∗∗ ０ ４７９∗∗∗ ０ ４７９∗∗∗ ０ ４８１∗∗∗

（３１ ８４９） （３１ ０５４） （３１ ０５４） （３１ ０１４） （３０ ２８３） （３０ ３３７） （３０ ５９３）

ｌ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４∗∗∗ －０ ２４３∗∗∗ －０ ２１８∗∗∗

（－４ ６４３） （－４ ６４３） （－４ ６３９） （－４ ６０７） （－４ ７７４） （－４ ２９３）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９∗

（２ ０７１） （２ ０３７） （１ ８５３） （１ ９７０） （１ ６７６）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７） （－０ ２００） （０ ０３９）

ｌｎｆｉｃ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４∗

（２ ４４０） （２ ３７３） （１ ７６０）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４１∗∗∗

（－２ ９４９） （－４ ９４２）

ｌｎｕｒｂａｎ ０ ３０９∗∗∗

（４ ０２５）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３ ７３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４９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值。

（三） 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模型中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 一方面， 城市进口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考虑到城

市进口对城市就业和收入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因而城市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水平

高的城市， 更愿意主动扩大进口开放， 更可能被上级政府优先选为进口开放的政策

试点城市。 例如， 经济特区和前两批自贸区城市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而

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低的城市， 其进口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潜

力， 从而也可能积极扩大进口开放，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 如最近在西部地区

的城市优先设立自贸区， 而经济发展水平居中的中部地区城市却无一被选中。 另一

方面， 遗漏变量可能导致 ＯＬＳ 低估城市进口变量的系数， 尽管本文在基准回归模

型中控制了地区效应、 年份效应以及协变量， 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尚未被

捕捉。 例如，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其自然地理特征、 历史发展阶段和城市

经济规模相关， 而这些特征因素对城市进口开放的范围、 速度和强度均会形成影

响。 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 本文尝试变换核心解释变量、 选取不同

样本、 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使用工具变量等多种方法策略， 估计结果显示， 城市进

口变量的显著性未发生明显下降， 系数值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控制变量

的估计系数也仍然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实证结果， 具体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模型 （１） 估计结果显示， 滞后一期的城市进口变量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２１， 该数值与表 ２ 模型 （８） 的结果十分接近， 说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基本不受到时滞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基础上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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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样本。 长期以来， 我国选择若干城市进行先行先试开放政策， 而大城市由于

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和对外开放的需求。 对这些城市而言， 进口开放作为外生性冲

击的可能性相对更低。 因此， 在表 ３ 模型 （２） 中剔除了这些大城市样本， 估计结果

显示滞后一期的城市进口变量系数在 ５％水平下为 ０ ０１８， 系数值与基准模型的估计

结果基本一致。 模型 （３） 控制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到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之后东部沿海地

区向内地进行了产业转移， 使得不同地区和城市间经济联系越发紧密， 在这样的背景

下， 一个城市扩大进口有可能会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系影响其它城市对外开放发展，
遗漏空间溢出效应会造成 ＯＬＳ 估计偏误。 借鉴 Ｃｏｎｌｅｙ （２００７） ［３８］的做法， 使用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ＡＣ 模型控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３ 模型 （３） 结果显示， 滞后一

期的城市进口变量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３４， 该结果说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

会显著低估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模型 （４）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

系统距估计 （ＳＹＳ－ＧＭＭ） 以减轻内生性困扰， 结果显示城市进口变量当前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１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期也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绿色发展

具有路径依赖特性； 其次， 参考吴晓怡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以城市进口变量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 模型 （５） 中进口

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２０， 十分接近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最后，
考虑到中国进口开放度基本呈现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逐渐降低的空间递减特征，
使用城市到东部沿海最近的港口距离与年份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模型 （６） 的

估计结果显示， 城市进口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为 ０ ０３２。

表 ３　 城市进口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核心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剔除直辖市

控制空间
溢出效应

动态面板
ＧＭＭ 估计

滞后一期作为
工具变量

到邻近海港作
为工具变量

ＯＬＳ ＦＥ ＯＬＳ Ｆ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ＡＣ ＳＹＳ－ＧＭＭ ２Ｓ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ＦＥ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２∗∗∗

（２６ ２２４） （７ ６６５） （４ ２４６）

Ｌ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０∗∗∗

（７ ３３５） （４ １００） （６ ３２４） （－２３ ７２２）

Ｌ ｌｎｇｔｆｐ ０ ８９９∗∗∗

（１６９ ６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３ ４６９ ３ ４１７ ３ ４６９ ３ ２０４ ３ ４６９ ３ ７３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４ ０ ９３８ ０ ９６５ ０ ５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值。

（四） 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都存在明显

差距， 由此可导致进口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因而

对这三大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４ 报告了相关结果。 由表 ４ 可知， 东部和中部地

区进口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分别为 ０ ０１９ 和 ０ ０５８， 该结果说明东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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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两地城市扩大进口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西部地区城市进口变量的系

数为负， 但不显著， 这说明进口对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为

了确定这种地区间的异质性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在表 ４ 的模型 （４） — （６） 中，
滞后一期进口变量的系数值大小与模型 （１） — （３） 的系数值较为接近。 进一步

使用进口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模型 （７） 和 （８） 的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显

示，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１） — （６） 中的结果十分接近； 模

型 （９） 估计结果的显示， 西部地区城市进口的估计系数在 ５％水平下为－０ １１０，
该结果表明 ＯＬＳ 低估了进口对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导致进口开放对不同地区城市绿色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的主要原因， 与各地

区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程度密切相关。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 第二

产业规模大、 市场竞争程度高， 其进口开放会引致更多工业生产， 在样本期内东部

地区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是我国雾霾污染形成的重要污染物来源。 由于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包含了工业产出这一期望产出， 也考虑了环境污染物非期望产

出。 从而， 东部地区在考虑两种产出情况下， 与中部地区相比， 进口开放引致的工

业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排放量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在 ２００７ 年后

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项目， 使得中部地区扩大了中间品等产品进口， 承

接产业转移和进口开放两者共同驱动了中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西

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区位位置不利、 且西部地区内部一体化水平也相对

较低。 从新经济地理来看， 当一个区域内部市场规模较小、 一体化程度较低， 其对

外开放往往会使得本地资本、 劳动力和高级技能人才加速向中心地区集聚， 从而不

利于本地经济发展。

表 ４　 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Ｉ）： 地区开放水平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０∗∗

（８ ４１３） （２ ４８５） （－０ ３２９） （７ ４５３） （２ ２１６） （－２ ２５３）

Ｌ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９∗∗ －０ １１１∗∗

（７ ０９２） （２ １１２） （－２ １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１ ３８６ １ ４５６ ８９４ １ ２８７ １ ３５２ ８３０ １ ２８７ １ ３５２ ８３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６８ ０ ９４８ ０ ９６１ ０ ９７０ ０ ９５５ ０ ９６４ ０ ９７０ ０ ９５５ ０ ９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值。

由于进口产品要素密集度不同对城市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会存在显著差异， 故可

能因进口产品不同而存在差异。 例如， 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最终产品， 其大规模

进口会减少本地工作岗位， 对地区经济产出产生一定的冲击； 与劳动密集品相比，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 因此对增加经济产出和

０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都更加明显。 从进口开放作用途径和中国进口开放的现

实情况来看， 对不同产品密集程度产生的异质性问题都有必要进行分析， 本文进一

步考虑进口产品要素密集程度的异质性问题， 表 ５ 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 表 ５ 中模

型 （１） — （３） 汇报了三类产品分样本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进口变量的估计系数

都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中技术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７ 和 ０ ３０８， 这说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进口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表 ５ 中， 模型 （４） — （６） 将核

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模型 （７） — （９） 则使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

变量， 结果都显示， 三种要素密集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且系数值变化

较小， 说明要素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表 ５　 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ＩＩ）： 要素密集程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技术 资本 劳动 技术 资本 劳动 技术 资本 劳动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７∗∗∗ ０ ３０８∗∗∗ ０ ０２５∗∗∗ ０ １３２∗∗∗ ０ ３７７∗∗∗

（９ １７４） （５ ６５０） （７ ２１０） （７ ６７０） （７ ６０８） （７ ６３７）

Ｌ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０∗∗∗ ０ ３２４∗∗∗

（７ ６２３） （４ ８１８） （６ ３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量 ３ ７３６ ３ ７３６ ３ ７３６ ３ ４６９ ３ ４６９ ３ ４６９ ３ ４６９ ３ ４６９ ３ ４６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６２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值。

（五） 进一步讨论

进一步从污染减排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讨论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途径， 本文选取城市 ＰＭ２ ５污染浓度、 城市创新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 表

６ 报告了相关结果。 具体来看， 为了明确各种进口产品起到的具体作用， 模型

（１） － （３） 展示了三种产品进口开放对雾霾浓度影响的估计系数， 对比发现， 劳

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产品进口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

在 １％水平下为－０ ００４， 说明进口开放每增加 １％可以减少 ０ ４％雾霾污染物排放。
同时， 模型 （７） 也显示， 雾霾浓度的估计系数在 １％为－０ １１１， 说明减少污染雾

霾可以促进全要素绿色生产率提升。 总的来说， 城市进口主要是通过技术密集型产

品进口降低城市污染物排放渠道来提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 模型 （４） － （５） 显示

仅有技术要素密集型产品进口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进口技术密集型含量越

高的产品越利于减少雾霾污染。 模型 （８） 显示， 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程中， 城

市创新变量的系数在 １％水平为 ０ ００１， 验证了城市创新能力提高是进口开放促进

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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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城市进口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途径： 污染减排和技术进步

变量

雾霾浓度 创新水平 绿色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技术 资本 劳动 技术 资本 劳动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３７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３
（－２ ６８９） （－０ ４１５） （０ ３２９） （１ ８９８） （－０ ２５３） （－０ ２９７）

机制变量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１∗∗∗

（－６ ９０３） （７ ４５０）
观测量 ３ ６９７ ３ ６３５ ３ ３９３ ３ ４９８ ３ ４４２ ３ ２１６ ３ ７０８ ３ ４６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５０ ０ ９５１ ０ ９５１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５ ０ ４６３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检验统计值。

四、 结　 论

本文从城市层面探讨了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从经济活动的产出

角度构建了进口贸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面

板数据展开分析。 研究发现： 第一，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中国城市产品进口开放水平

不断提高， 其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的速度和强度更高； 同期，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长期在低位波动， 且 ２００７ 年后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从东部地区向西

部地区梯次下降。 第二， 城市进口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特别是资本和技

术品进口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 但目前这一作用并未在西部城市显现。 第三， 其作

用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进口开放可以减少本国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生产所形成污

染物排放量， 二是进口开放通过加剧本土竞争， 促使城市和企业更加注重技术研

发， 提高创新能力。
基于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着力

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时序安排、 空间差异和产业选

择， 并防范相关风险。 第二， 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相对较弱， 且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复杂的地理环境， 需要加大该地区对外开放的

政策支持， 特别是依托 “一带一路” 发展倡议激活西部地区在 “向西开放” 中的

重要作用。 第三，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对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 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 并

优化进口商品结构， 积极促进其溢出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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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Ｂ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ｔ ｔｈｅｎ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ｌｏｗ，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ＢＭ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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