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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 分析发现贸易开

放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而环境规制的提升有助于削弱这一抑制效应。 为了验证这

一理论命题， 采用考虑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固定参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

型测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省域绿色技术进步指数， 构建空间邻接、 地理距离和地

理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理论命题均

得到验证： 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

Ｕ 型关系， 通过计算拐点表明中国当前阶段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贸易

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但提升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

的抑制效应。 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为中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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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并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 ２０１７ 年以来中国环保部门发起

了史无前例的环保风暴， 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可以预见， 在未来

几年中， 环境规制问题仍将是学者们重点讨论的议题。 环境规制强度降低或提升常

常被认为与贸易开放有关， “波特假说” 提出之后，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或绿色技

术进步的关系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本文拟将贸易开放、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

步联系起来， 重点关注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加强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问

题。 试图以该研究视角从理论上破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为实

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这将进一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 是一项新的

工作。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与已有文献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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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 （ １） “向底线赛跑假说”。 Ｄｕａ 和 Ｅｓｔｙ
（１９９７） ［１］等提出 “向底线赛跑假说”， 认为贸易开放促使期望改善环境质量的发

达国家提升环境规制强度， 通过产业全球布局和进口高碳产品实现环境质量改善

与经济利益提升； 同时， 贸易开放也促使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降低或保持

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以引进和发展高碳产业并出口高碳产品。 Ａşıｃı
（２０１６） ［２］ 、 Ｒａｓｌｉ 等 （２０１８） ［３］ 等的实证研究证明了 “向底线赛跑假说”。 但一些

研究认为该假说可能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例如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９） ［４］ 指出， 公司将业

务转移到环境指令更为灵活的发展中国家， 因而导致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恶化， 但已

经实施高标准的国家 （通常是发达国家） 不会因为国际产业竞争压力降低自己的

环境标准。 Ｅｉｃｈｎｅｒ 和 Ｐｅｔｈｉｇ （２０１８） ［５］等的研究支持了该观点。 （２） “污染天堂假

说”。 Ｂａｕｍｏｌ 和 Ｏａｔｅｓ （１９８８） ［６］提出 “污染天堂假说”， 认为贸易开放会促使高碳产

业从环境规制强的国家向环境规制弱的国家进行转移， 发达国家在环境质量改善的同

时可能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 “污染天堂”。 Ｓｈａｈｂａｚ 等 （２０１５） ［７］、 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８） ［８］的研究证明了 “污染天堂假说” 的存在， 但也有研究并未发现 “污染天堂

假说” 的证据 （Ｗｈｅｅｌｅｒ， ２００１） ［９］。
第二， 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 （１） “波特假说”。 该观点认为， 环境规制在长

期中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１０］。 波特指出， 合

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一步改进治污技术水平， 刺激出企业的 “创新补偿”
效应， 从而在部分乃至全部抵消企业 “遵循成本” 的同时， 还能提高它的生产率

和国际竞争力。 波特同时也指出， 政府需要在提高环境规制的过程中设计合理的环

境经济政策， 后来的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 （Ｒｕｂａｓｈｋｉｎ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２］）。 近年来开始出现非线性研究结果，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３］ 认为环境规制

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 “Ｕ” 型关系； 而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８） ［１４］ 则认为环境规制

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 也有研究没有发现 “波特假说” 的

证据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５］。 （２）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０２） ［１６］

发展了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将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内生化， 研究了新技术的偏

向及其决定因素， 认为对外贸易是产生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在其基础

上，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１２） ［１７］在一个内生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中置入环境规制变

量， 指出环境规制是技术进步偏向清洁技术的重要因素，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８］、
Ｉｋｅｓｈｉｔａ 等 （２０１５） ［１９］的研究支持了该结论。

第三， 贸易开放与技术进步。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０］ 较早地研究了对外贸易对生产

率的影响， 认为贸易竞争将促使生产率更高的公司进入出口市场， 同时迫使生产率

最低的公司最终退出。 Ａｌｃａｌá 和 Ｃｉｃｃｏｎｅ （２００４） ［２１］ 发现贸易开放度对生产率具有

积极影响。 另一些研究从研发国际溢出角度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

积极作用。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２２］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促使一国研发资本存量对

其贸易伙伴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Ｌｅｉ 和 Ｂａ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３］ 对 ２１ 个经合组

织国家和以色列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双边贸易是国际研发溢出的重要渠道。
Ｍａｒｚｅｔｔｉ （２０１４） ［２４］则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问题， 认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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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反而会对国际研发溢出产生消极影响。 从这些研究来看， 其结论不尽一致，
这与贸易模式、 发展阶段、 制度环境甚至研究代理变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有关。
上述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有着重要影响， 而环境规制能够进一步促

进技术进步。 同时， 贸易开放可以通过贸易竞争、 进口引进和研发溢出等方式影响

技术进步。 但对于贸易开放、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

段。 类似研究多以外商直接投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认为

ＦＤＩ 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环境规制能正向调节 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 （原毅军和谢荣辉， ２０１５［２５］； 傅京燕等，
２０１８［２６］）。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２７］认为进口在国内研发努力的配合下对绿色技术

进步具有推进作用， 出口则造成了负面影响， ＦＤＩ 中两种效应均有显著体现； 环境

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 “Ｕ” 型曲线关系。 上述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也未从贸易

开放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且缺乏对绿色技术进步空间自相关性的考虑。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 考察贸易开放和环境规

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采用方向性距

离函数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ＤＦ） 和固定参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 测算得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生产率指数， 然后采用邱斌 （２００８） ［２８］ 的累乘方法得到绿色

技术进步指数。 考虑到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１９８８） ［２９］， 因此本文拟利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

量分析。

二、 理论分析

（一） 技术选择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０２） 提出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１２） 进一步

在该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中置入环境规制变量， 潘士远 （２００９） ［３０］将偏向性技术进

步模型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３１］提出的质量升级理论进行了结合。 借鉴他

们的研究， 本文假定技术进步可以往以下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绿色生产方向， 一

个是污染生产方向， 则一国生产函数可以由绿色生产部门和污染生产部门构成。 定

义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

Ｙｕ ＝ ∫Ａｕ
０
（ｑ－ ｕ）

α
（ｋｕ（ ｉ）） １－αｄｉ （Ｈ） α （１）

Ｙｗ ＝ ∫Ａｗ
０
（ｑ－ｗ）

α
（ｋｗ（ ｉ）） １－αｄｉ （Ｌ） α （２）

绿色生产部门产出为 Ｙｕ ， 机器或技术种类为相对集约的 Ａｕ ， 质量为 ｑ－ ｕ ， 投

入相应的中间产品 （资本） ｋｕ ， 假定绿色生产部门主要投入熟练劳动力或高层次

人才 Ｈ。 而污染生产部门产出为 Ｙｗ ， 机器或技术种类为相对粗放的 Ａｗ ， 质量为

ｑ－ｗ ， 投入相应的中间产品 （资本） ｋｗ ， 假定污染生产部门主要投入普通劳动力 Ｌ。
由于绿色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更高， 因此设绿色生产部门与污染生产部门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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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 应是合理的假定。 设加总函数：

Ｙ ＝ ［（Ｙｕ）
ε－１
ε ＋ （Ｙｗ）

ε－１
ε ］

ε
ε－１ （３）

这里假定 ε ＞ １。 知识的积累方程分别按下式给出： Ａ
•

ｚ ＝
Ｘｚ

μ
， Ｘｚ 表示投入于研

发的物质资源， ｚ＝ｕ 或 ｗ。
中间产品需求为：

ｋｕ（ ｉ） ＝ ［（１ － α）ｐｕ ／ χｕ（ ｉ）］
１
α ｑｕＨ （４）

ｋｗ（ ｉ） ＝ ［（１ － α）ｐｗ ／ χｗ（ ｉ）］
１
α ｑｗＬ （５）

假定新机器或技术发明后， 生产机器或技术的边际成本与技术的先进水平无

关， 同时为了便于计算， 假定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η ＝ （１ － α） ２ 单位最终产品，
因此中间产品的垄断定价为：

χ
ｚ（ ｉ） ＝ χ

ｚ ＝ １ － α （６）
将式 （６） 代入式 （４） 与式 （５）， 以及式 （３）， 再分别代入式 （１） 和式 （２），

可得：

Ｙｕ ＝ （ｐｕ）
（１－α）

α ＡｕｑｕＨ （７）

Ｙｗ ＝ （ｐｗ）
（１－α）

α ＡｗｑｗＬ （８）
由 ＣＥＳ 加总函数， 以及 ｍａｘ（Ｙ － ｐｕＹｕ － ｐｗＹｗ） 的一阶条件：

ｐ ＝
ｐｕ

ｐｗ

＝
Ｙｕ

Ｙｗ

æ

è
ç

ö

ø
÷

－ １
ε

， 以及 ｐ ＝
ｐｕ

ｐｗ

＝
ＡｕｑｕＨ
Ａｗｑｗ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α
１＋α（ε－１）

（９）

当且仅当 ε ＞ １ 时 ， １ ＋ α（ε － １） ＞ １。 经由式 （９）， τ 时期绿色生产部门和污

染生产部门的中间产品垄断利润为：

πｕ（τ） ＝ α（１ － α） ［ｐｕ（τ）］
１
α ｑｕＨ （１０）

πｗ（τ） ＝ α（１ － α） ［ｐｗ（τ）］
１
α ｑｗＬ （１１）

设 Ｖ 为利润现值， 同时考虑研发成功概率 δ ， 则利用非套利条件有：

Ｖｕ ＝ ∫¥

ｔ
ｅ －∫τｔ ｒ（ ｓ）ｄｓπｕ（τ）ｄτ ＝ α（１ － α）δｕ ［ｐｕ（τ）］

１
α ｑｕＨ ／ ｒ （１２）

Ｖｗ ＝ ∫¥

ｔ
ｅ －∫τｔ ｒ（ ｓ）ｄｓπｗ（τ）ｄτ ＝ α（１ － α）δｗ ［ｐｗ（τ）］

１
α ｑｗＬ ／ ｒ （１３）

因此两类技术创新的利润现值之比为：
Ｖｕ

Ｖｗ

＝ ｐ
１
α
δｕｑｕＨ
δｗｑｗＬ

（１４）

两类技术创新的利润现值 Ｖ 之比在市场均衡时应为 １， 因此结合式 （９），
可得：

Ａｕ

Ａｗ

＝
δｕｑｕＨ
δｗｑｗＬ

æ

è
ç

ö

ø
÷

α（ε－１）

（１５）

由于 ε ＞ １， 因此， δｕｑｕＨ ＞ δｗｑｗＬ 就是技术进步方向转向绿色生产技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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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技术进步在绿色生产部门和污染生产部门之间的选择， 主要依据是研发成功概

率、 质量升级跨度以及两个部门的就业人数。 一般而言质量等级 ｑｕ 更大 （即研发

难度更大但研发成功的利润更高）， 而绿色技术研发成功概率 δｕ 也更低， 这两个因

素通常情况下较为固定。 因而技术进步方向转向绿色生产技术的主要可变因素就是

人力资本， 即绿色部门熟练劳动力或高层次人才越多， 就越可能转向绿色技术

研发。
于是提出命题 １：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二） 环境规制的影响

由于绿色产品质量升级跨度更大， 研发成功概率也可能更低， 若没有外界力量

介入可能会形成污染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 因此还需要考虑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鼓励

研发和采用绿色生产技术。 为了方便理论分析， 本文把环境规制政策分为以下两

类： （１） 直接针对绿色技术的 “研发补贴”； （２） 针对污染排放的 “环境税”。 后

者可以通过减少污染品生产间接引导绿色技术研发。
假设政府对生产清洁型设备的厂商收益提供比率为 γｔ 的补贴 （ γｔ ＞ ０）， 则潜

在厂商在绿色生产部门进行研发的技术选择变为：
Ａｕ

Ａｗ

＝ （１ ＋ γｔ） １＋α（ε－１） δｕｑｕＨ
δｗｑｗＬ

æ

è
ç

ö

ø
÷

α（ε－１）

（１６）

由于 （１ ＋ γｔ） １＋α（ε－１） ＞ １， 因此提供补贴提高了绿色技术研发的相对收益， 进

而可能提升绿色技术研发。 不过在环境规制较弱的时候， 补贴的激励作用可能非常

有限， 并不会促使企业摆脱对污染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 转而进行研发成本高、 难

度大的绿色技术； 这种补贴反而可能会加重财税负担， 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教育投

入， 导致人力资本 Ｈ 相对下降， 根据式 （１５） 知， 此时可能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如果政府对污染品收益征收 τｔ 单位的污染税 （ ０ ＜ τｔ ＜ １）， 那么上式变为：

Ａｕ

Ａｗ

＝ １
１ － τｔ

æ

è
ç

ö

ø
÷

１＋α（ε－１） δｕｑｕＨ
δｗｑｗＬ

æ

è
ç

ö

ø
÷

α（ε－１）

（１７）

由于
１

１ － τｔ

æ

è
ç

ö

ø
÷

１＋α（ε－１）

＞ １， 因此污染税的征收同样提髙了清洁型研发的相对收

益， 进而可能提升绿色技术研发。 但应看到， 在环境规制较弱的情况下， 污染税可

能使得企业为了排污达标而直接购买控污设备增加治污成本， 进而对企业的节能减

排技术研发造成挤出效应， 因此反而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上述分析与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的观点基本一致， 即环境规制弱的时候反

而对绿色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 随着环境规制加强， 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才

能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 这将激励企业从事清洁型研发， 从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据此提出命题 ２：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呈 “Ｕ” 型走势， 环境规制

弱的时期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 当环境规制逐渐加强时能够促进

绿色技术进步。
（三） 贸易开放、 环境规制与技术选择

记贸易封闭情况下两类技术创新分别为 Ａｃ
ｕ 和 Ａｃ

ｗ ， 研发成功概率分别为 δｃｕ 和 δｃ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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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力分别为 Ｈｃ
ｕ 和 Ｌｃ

ｗ 。 记贸易开放条件下两类技术创新分别为 Ａｏ
ｕ

和 Ａｏ
ｗ ， 研发成功概率分别为 δｏｕ 和 δｏｗ ， 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力分别为 Ｈｏ

ｕ 和 Ｌｏ
ｗ 。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存在比较优势， 环境规制强度也低于发达国

家， 贸易开放可能会强化发展中国家污染型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 贸易开放使

污染型产品生产扩大， 这会增加普通劳动力相对雇佣规模， 导致 Ｈｏ
ｕ ／ Ｌｏ

ｗ ＜ Ｈｃ
ｕ ／ Ｌｃ

ｗ ，
根据式 （１５） 可知， Ａｏ

ｕ ／ Ａｏ
ｗ ＜ Ａｃ

ｕ ／ Ａｃ
ｗ ， 因此这弱化了模仿清洁型技术的激励， 阻碍

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 也就是说， 贸易开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
封闭情况下绿色技术研发成功概率小于污染技术研发成功概率 δｃｕ ＜ δｃｗ ， 但在

贸易开放条件下， 清洁型研发和污染型研发均有机会模仿发达国家前沿技术， 两类

技术研发概率均会提升。 由于质量等级跨度 ｑｕ ＞ ｑｗ ， 即清洁型研发成功的利润更

高， 因此一旦清洁型研发概率同时提升， 发展中国家模仿清洁型技术的激励就会得

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虽然两类技术研发概率均提升， 但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增加

绿色技术的相对收益而降低污染技术的比较优势， 那么就会进一步促进企业倾向于

模仿和研发绿色技术。 正如 Ｌｏｖｅｌｙ 和 Ｐｏｐｐ （２０１１） ［３２］ 指出， 贸易开放使人们更容

易获得对环境友好的技术， 导致非创新国家更早地进行监管。 此时， 贸易开放条件

下的环境规制， 必然使绿色技术研发相对收益提升， 即 Ａｏ
ｕ ／ Ａｏ

ｗ ＞ Ａｃ
ｕ ／ Ａｃ

ｗ 。
于是提出命题 ３： 贸易开放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而环境规制的提升有助于削

弱这一抑制效应。

三、 计量模型及指标度量

（一） 基本模型

本文围绕上述三个命题构建计量模型， 分析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在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关于绿色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设置如下模型：
ＧＴＰ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ｙｉｔ ＋ α２Ｈｉｔ ＋ α３ ｌｎＫ ｉｔ ＋ α４ ｌｎＥ ｉｔ ＋ α５ ｌｎＥ２

ｉｔ ＋ α６ ｌｎＰＬｉｔ ＋ α７Ｏｐｅｎｉｔ

＋ α８Ｏｐｅｎｉｔ × ｌｎＥ ｉｔ ＋ α９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α１０ ｌｎＲＤｉｔ ＋ ｆｉ ＋ ｆｔ ＋ ｅｉｔ （１８）
其中， ＧＴＰ 为绿色技术进步， ｙ 为人均 ＧＤＰ， Ｋ 为物质资本存量， Ｈ 为人力资本

水平， Ｅ 为环境规制强度， ＰＬ 为环境污染损失， Ｏｐｅｎ 为贸易开放度， ＦＤＩ 为外商直

接投资， ＲＤ 为研发， ｆｉ 和 ｆｔ为非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ｅｉｔ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和说明

由于部分变量数据可得性受限， 研究时间范围设定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 省际范

围设定为 ２９ 个省区市①。 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数据均取自 《新中国 ６０ 年统计资料

汇编》， 以及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省级地区统计年鉴等。 同变量不同年份数据若有差异，
以最新统计年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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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９ 个省区市分别为京、 津、 冀、 晋、 内蒙、 辽、 吉、 黑、 沪、 苏、 渐、 皖、 闽、 琼、 赣、 鲁、 豫、
湘、 鄂、 粤、 桂、 黔、 川、 云、 陕、 甘、 青、 宁、 新。



表 １　 变量选取和描述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绿色技术进步 ＧＴＰ

借鉴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的做法，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绿色技术进步。①
借鉴 Ｃｈｕｎｇ 等人 （１９９７） ［３３］ 的方法， 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 （ ＤＤＦ） 和固定参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 将 １９９５ 年技术进步指数设定为 １， 测算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投入变量选取各地资本存量、 就业人员合计和能源消耗总量。 期望产出
为 １９９５ 年 不 变 价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非 期 望 产 出 为 ＣＯ２ （ 算 法 参 照 陈 诗 一，
２００９［３４］ ）、 ＣＯＤ 和 ＳＯ２ 等排放指标。 最后采用邱斌 （２００８） 的累乘方法得到绿色

技术进步指标

地区人均 ＧＤＰ ｙ 选取各省份各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ＧＤＰ， 并利用各省份公布的实际增长率进
行价格平减， 折算为 １９９５ 年不变价格

人力资本水平 Ｈ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 ６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物质资本存量 Ｋ
借鉴单豪杰 （ ２００８） ［３５］ 永续盘存法， 以 １９９５ 年资本存量为初始量， 折旧率为
７ ５％， 新增资本为 １９９５ 年基期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为各省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

环境污染损失 ＰＬ 借鉴谭晶荣和温怀德 （２０１０） ［３６］的方法估算环境污染损失， 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估算环境污染综合损失， 并以 ＰＰＩ 指数将价格转换为 １９９５ 年不变价格

研发经费投入 ＲＤ
借鉴李婧等 （ ２０１０） ［３７］ 永续盘存法， 以 １９９５ 年研发存量为初始量， 折旧率为
１５％， 新增研发为 １９９５ 年基期研发数据， 以 ＣＰＩ 和 ＰＰＩ 指数均值折算为 １９９５ 年不
变价格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进出口贸易总额 ／ ＧＤＰ。 进出口总额采用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 １９９５ 年不
变价格， 再按照 １９９５ 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价格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借鉴张军等 （２００４） ［３８］资本存量公式计算 ＦＤＩ 存量， 以 １９９５ 年 ＦＤＩ 存量为初始
量， 折旧率选取 ７ ５％， 新增外商直接投资计算方法同进出口总额

环境规制强度 Ｅ ＧＤＰ ／ 能源投入为各省份折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 然后再用各地 １９９５ 年基
期 ＧＤＰ 除以能源投入②

四、 空间计量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 空间自相关检验

李婧等 （２０１０） 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因此本文首先

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以便后续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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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景维民和张璐 （２０１４） 指出， 许多研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 但他们认为其实

技术进步仍应以二者之和来度量。 原因在于： 一方面， 技术变化事实上衡量的是样本前沿的全要素生产率变

动， 以前沿的生产率变动来衡量技术进步情况并不合理； 另一方面， 效率变化所反映出的对现行技术知识的

吸纳能力， 也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将技术进步体现为各决策单元对全局前沿技术的连续追赶过程， 是一种更

加合理的度量。
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度量方法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从环境治理程度的角度度量， 以治污经费投入

为主， 第二类是从环境规制效果的角度度量， 以 ＧＤＰ ／ 能源投入、 ＧＤＰ ／ 污染排放量为主。 第一类方法并不能

很好地综合反映政府针对环境问题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执行效果、 人们对于优质环境的需求提升而

形成的环境约束以及企业对于政府管制和人们环境需求提升的应对等， 因此借鉴 Ｋｈｅｄｅｒ 和 Ｚｕｇｒａｖｎ
（２００８） ［３９］的做法， 采用第二类方法， 以 ＧＤＰ ／ 能源投入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



本文构建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以增加稳健性。 第一种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Ｗ１： 毗

邻地区之间可能受到彼此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两个地区相邻则矩阵元素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第二种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 距离越近， 地区间绿色技术进步

相互的影响可能越大， 矩阵元素 Ｗ ｉｊ为 ｉ 地区省会与 ｊ 地区省会最近公路里程的倒

数。 第三种为地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Ｗ３： 参考邵帅 （２０１６） ［４０］ 的方法， 矩

阵元素为 ｉ 地区省会与 ｊ 地区省会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与 ｉ 地区人均 ＧＤＰ 年均值

占所有地区人均 ＧＤＰ 年均值比重的乘积。 根据绿色技术进步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量值

来看 （由于篇幅限制， 具体数据备索）， 样本期内各年份的莫兰指数基本上均为

正值， 并基本达到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这表明， 中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明显

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均值散点图则显示， 中国大部分省份位于第Ⅰ象

限和第Ⅲ象限， 说明中国各省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即大

部分省份与位置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省份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 属于高高

集聚区的省份均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这些省份经济基础较好、 技术先进，
为绿色技术进步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和技术支撑。 属于低低集聚区的省份均位于经

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这些省份要么发展方式粗放， 要么工业重型化趋势明显， 绿

色技术进步面临的困难更大。
（二） 空间杜宾模型及检验结果

由于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

计。 常见的有空间滞后模型 （ ＳＡＲ）、 空间误差模型 （ ＳＥＭ）、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以及拓展形式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ＡＣ 模型）。 ＳＡＲ 模型主要考虑因变

量的空间相关性， ＳＥＭ 模型侧重考查随机扰动的空间影响， 二者是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的

特殊形式； 在整合 ＳＡＲ 与 ＳＥＭ 模型基础上又发展了 ＳＡＣ 模型。 在三种空间权重矩

阵下， Ｗａｌｄ 检验值分别为 ５４ ２１、 ６７ ４６ 和 ７９ ６３， Ｌｒａｔｉｏ 检验值分别为 ４５ ８９、
４６ ９２ 和 ５６ ０５， ｐ 值均为 ０， 结果表明 ＳＡＲ 与 ＳＥＭ 模型并不适用。 ＳＤＭ 模型 ＡＩＣ、
ＢＩＣ 值均小于 ＳＡＣ 模型 ＡＩＣ、 ＢＩＣ 值， 因此 ＳＤＭ 模型优于 ＳＡＣ 模型。 ＳＤＭ 模型不

仅考虑了因变量空间相关性， 还考虑了自变量空间相关性， 即因变量不仅受到本地

区自变量的影响， 还受到其他地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影响。 ＬｅＳａｇｅ （２００９） ［４１］ 指出

对于内生性问题， 使用 ＳＤＭ 模型可以得到不被放大偏误的估计值。 因此本文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拒绝了 “随机效应

优于固定效应” 的原假设， 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将空间权重矩阵导入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

件中， 分别采用了时间固定、 地区固定和双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其中地区固定效应

的估计结果最优。 地区固定效应反映的是随区位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水平的影

响， 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分析中， 表现出环境规制和贸易开放的影响毋庸置疑。 因

此本文主要报告地区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总体上较为稳健， 同一变量的显著性虽有少

量差异但正负号基本一致。 外生交互效应方面 （即其他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区因变

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正负号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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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但一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正负号有所差异， 这显示出一些变量的空间交

互效应的检验效果并不十分突出。 本文认为这并不影响对文章所提出命题的验证

分析。

表 ２　 地区固定效应 ＳＤＭ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Ｗ１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 地理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Ｗ３

Ｍａｉｎ Ｗｘ Ｍａｉｎ Ｗｘ Ｍａｉｎ Ｗｘ

ｌｎｙ
　 ４ ４０６∗∗∗ 　 －１ ０８５ 　 ４ ８５２∗∗∗ 　 －６ ９８７∗∗ 　 ４ ８５２∗∗∗ 　 －８ ６０６∗∗∗

（５ ７２） （－０ ７６） （５ ６０） （－２ １３） （５ ６０） （－２ ９９）

Ｈ
８ １７９∗∗ ８ ００７ ７ ６４４∗ ７ ７８１ ５ ３８４ １５ ３８１

（１ ９８） （１ １２） （１ ８５） （０ ６７） （１ ３０） （１ ４５）

ｌｎＫ
－１ １２１∗∗∗ －０ ２７３ －１ ７８６∗∗∗ ２ ３０８∗ －１ ９５６∗∗∗ ２ ７９１∗∗∗

（－３ １４） （－０ ４６） （－４ ８３） （１ ８５） （－５ ４０） （２ ６６）

ｌｎＥ
－４７ ９７４∗∗∗ －３０ ５６０∗∗∗ －４６ ０７４∗∗∗ ３ ３５１ －４５ １１６∗∗∗ １０ １６８

（－７ ８８） （－２ ７９） （－７ ９５） （０ １３） （－７ ９１） （０ ４２）

ｌｎＥ２
２ ８５７∗∗∗ １ ７０４∗∗∗ ２ ８０３∗∗∗ －０ ３９４ ２ ７２６∗∗∗ －０ ７５０

（７ ９１） （２ ６５） （８ １２） （－０ ２７） （８ ０２） （－０ ５４）

ｌｎＰＬ
－１ ０６７∗∗ －０ ２５２ ０ ０９６ －４ １３７∗∗ －０ ２０１ －３ ７１１∗∗

（－１ ９９） （－０ ２８） （０ １６） （－２ ３４） （－０ ３５） （－２ ２０）

Ｏｐｅｎ
－３５ ３７３∗∗∗ ４５ ９９１∗∗∗ －３０ ９９６∗∗∗ ５９ ９９０∗∗∗ －３１ ３２２∗∗∗ ４７ ０８３∗∗∗

（－５ ９０） （４ １３） （－５ ２６） （２ ５９） （－５ ４５） （３ ０６）

Ｏｐｅｎ∗ｌｎＥ
３ ６５０∗∗∗ －５ ００６∗∗∗ ３ ２３４∗∗∗ －６ ５０５∗∗∗ ３ ２９０∗∗∗ －５ ００３∗∗∗

（５ ６２） （－４ ２１） （５ ０５） （－２ ６３） （５ ２６） （－３ ０６）

ｌｎＦＤＩ
０ １３８ ０ ５５８∗ ０ ３３０∗∗ ３ ３３２∗∗∗ ０ ３６６∗∗∗ ３ ２６２∗∗∗

（１ ０６） （１ ７５） （２ ５４） （４ ９３） （２ ８２） （５ ４７）

ｌｎＲＤ
０ １６８ －０ ２２０ ０ ７１４∗∗∗ ０ ８０６ ０ ６９０∗∗∗ １ ０４２

（０ ９１） （－０ ６３） （３ ８８） （１ ０３） （３ ８９） （１ ４０）

ｒｈｏ ０ ４２２∗∗∗ （９ ５３） ０ ５９７∗∗∗ （１０ ３４） ０ ６０１∗∗∗ （１１ １８）

ｓｉｇｍａ２＿ ｅ １ ６９２∗∗∗ （１７ ５７） １ ６１９∗∗∗ （１７ ７０） １ ５５５∗∗∗ （１７ ６９）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 ０８６ ９７２ －１ ０６８ ５４２ －１ ０５６ ９２６

Ｒ２ ０ ７８６ ０ ７８９ ０ ７８７

Ｎ ６３８ ６３８ ６３８ ６３８ ６３８ ６３８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９

注：∗∗∗、∗∗∗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ｚ 值。 下表同。

人力资本 Ｈ 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影响， 并在 Ｗ１和 Ｗ２ 权重矩阵

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一个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大， 对本地区

的绿色技术进步就越是具有促进作用， 这基本证实了命题 １。 其他地区人力资本对

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有正向但不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说明人力资本跨地区流动有

利于知识和技术传播， 但由于户籍等因素限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并不充

分， 且一般是以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为主， 这可能造成了其他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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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 Ｅ 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环境规

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 “Ｕ” 型影响， 即环境规制较弱的时期倾向于恶化绿

色技术进步， 而当逐渐提升环境规制时会倾向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计算三个

矩阵 ＬｎＥ ｉｔ检验结果的二次曲线拐点分别为 ８ ３９５、 ８ ２１８ 和 ８ ２７５， 均大幅低

于均值和中位值， 表明早已通过了拐点， 即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绿

色进步。 命题 ２ 得到验证。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形成了

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 因而能够在环境规制下形成倒逼机制。 即不断提升环境

规制强度促使国内企业为了实现更强竞争力， 不得不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引

进、 吸收和创新更先进的绿色技术。 但其他地区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

步的这种影响仅对空间邻接地区产生空间外溢效应， 在 Ｗ２ 和 Ｗ３权重矩阵的

模型检验中，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贸易开放 Ｏｐｅｎ 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负面影响， 这表明中国中低端制

造品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格局下， 贸易开放总体上使污染型产品生产扩大， 这倾向

于减少熟练劳动力相对雇佣规模， 根据式 （１５） 可知这将阻碍绿色技术进步。 即

经济结构总体上为粗放型， 则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可能是污染的。 这支持了

“污染天堂假说”。 另外， 其他地区贸易开放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著为正

的空间外溢效应， 说明其他地区贸易开放可能会促使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产业流入

该地区， 可能使本地区相关产业竞争力下降进而迁出相关产业， 因此促进本地区绿

色技术进步。
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交叉项 Ｏｐｅｎ×ｌｎＥ 显著为正， 即贸易开放背景下提升环境

规制能够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结合前述贸易开放 Ｏｐｅｎ 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存在

着负面影响的结论， 命题 ３ 得到证实。 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已经

具备了较强技术经济条件， 在贸易开放条件下选择了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这强

化了绿色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 因此贸易开放虽然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但提升环

境规制削弱了这一抑制效应， 使得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反而促进了绿色

技术进步。 该交叉项显著为负的空间外溢效应表明， 当其他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并促

进了绿色技术进步时， 部分污染产能为了维持贸易竞争力可能因此迁移到本地区，
进而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形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三）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测度

运用 ＳＤＭ 模型的偏微分法， 对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变量作用的总效应进行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 结果见表 ３。 直接效应， 即本地区人力资本、 环境规制等

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间接效应， 表示本地区人力资本、 环境规制等对其他区域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影响。
人力资本在三种权重矩阵模型中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 这进一步强化了命题 １。

其他所有变量的直接效应均与表 ２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这进一步确认了本文的命

题 ２和命题 ３。 间接效应方面， ｌｎＥ、 ｌｎＥ２ 间接效应系数与直接效应系数一致， 但仅

在 Ｗ１权重矩阵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本地区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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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空间外溢效应仅在邻接地区显著存在； Ｏｐｅｎ 间接效应为正， 且在 Ｗ１和 Ｗ３

权重矩阵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本地贸易开放可能会吸引内、 外资劳动密集

型和污染型产业流入， 因此不利于提升其他地区相关产业贸易竞争力进而有利于其

发展绿色技术； Ｏｐｅｎ×ｌｎＥ 间接效应显著为负， 当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并促进了绿

色技术进步时， 可能促使部分污染产能迁移到其他地区， 进而不利于其他地区的绿

色技术进步。

表 ３　 ＳＤＭ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空间邻接权重矩阵Ｗ１

ｌｎｙ Ｈ ｌｎＫ ｌｎＥ ｌｎＥ２ ｌｎＰＬ Ｏｐｅｎ Ｏｐｅｎ∗ｌｎＥ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ＲＤ

直接

效应

４ ５１９∗∗∗ ９ ６９８∗∗ －１ ２１２∗∗∗ －５４ ００４∗∗∗ ３ ２０５∗∗∗ －１ １４８∗∗ －３１ ４０２∗∗∗ ３ ２０５∗∗∗ ０ ２１９ ０ １４９

（５ ５１） （２ ２８） （－３ ３４） （－９ １４） （９ ２１） （－２ ０９） （－５ ０６） （４ ８３） （１ ４５） （０ ７７）

间接

效应

１ １３７ １８ ３７５∗ －１ １８９ －７８ ４３７∗∗∗ ４ ４８４∗∗∗ －１ ０６５ ４９ ４８１∗∗∗ －５ ５２５∗∗∗ ０ ９６４∗ －０ ２０１

（０ ５２） （１ ７０） （－１ ２２） （－４ ４７） （４ ４０） （－０ ８３） （２ ６６） （－２ ７７） （１ ７６） （－０ ４０）

总效

应

５ ６５６∗∗ ２８ ０７３∗∗ －２ ４０１∗∗ －１３２ ４４１∗∗∗ ７ ６８９∗∗∗ －２ ２１３ １８ ０７９ －２ ３２０ １ １８２∗ －０ ０５２

（２ ２５） （２ ２１） （－２ ０３） （－６ ８６） （６ ９４） （－１ ５５） （０ ８５） （－１ ０２） （１ ７９） （－０ ０９）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

直接

效应

４ ５９０∗∗∗ ８ ７８４∗∗ －１ ６９９∗∗∗　 －４７ ７１１∗∗∗ ２ ８９３∗∗∗ －０ １５６ －２７ ７８２∗∗∗ ２ ８７７∗∗∗ ０ ５７９∗∗∗ ０ ８０８∗∗∗

（４ ８５） （２ ０６） （－４ ４７） （－８ ４７） （８ ７３） （－０ ２６） （－４ ３６） （４ ２１） （３ ４９） （４ ２７）

间接

效应

－１０ ６９４ ３２ ５３３ ３ ２０４ －５２ ７９６ ２ ７５５ －９ ８９７∗∗ １０６ ５７０ －１１ ７６５∗ ８ ７９９∗∗∗ ３ １２９∗

（－１ ３１） （１ １１） （１ ００） （－０ ８４） （０ ７７） （－２ ３２） （１ ６３） （－１ ６９） （３ ８８） （１ ６５）

总效

应

－６ １０４ ４１ ３１７ １ ５０５ －１００ ５０７ ５ ６４８ －１０ ０５４∗∗ ７８ ７８８ －８ ８８８ ９ ３７８∗∗∗ ３ ９３８∗∗

（－０ ７２） （１ ３４） （０ ４４） （－１ ５７） （１ ５６） （－２ ２８） （１ １５） （－１ ２２） （３ ９３） （２ ０４）

地理经济距离权重矩阵Ｗ３

直接

效应

４ ４４７∗∗∗ ７ ０５８∗ －１ ８３６∗∗∗ －４６ ３７３∗∗∗ ２ ７９５∗∗∗ －０ ４６０ －２８ ９１０∗∗∗ ３ ０２８∗∗∗ ０ ６３３∗∗∗ ０ ８０９∗∗∗

（４ ６９） （１ ６７） （－４ ９３） （－８ ３６） （８ ５５） （－０ ７７） （－４ ８４） （４ ７２） （３ ８１） （４ ４３）

间接

效应

－１４ ６２４∗∗ ４７ ９９５∗ ４ １０９ －３５ ７７１ １ ８３２ －９ ３５３∗∗ ７２ ３４６∗ －７ ７６２∗ ８ ７０４∗∗∗ ３ ６８６∗∗

（－１ ９７） （１ ８１） （１ ４８） （－０ ６０） （０ ５３） （－２ ３３） （１ ７０） （－１ ７２） （４ ２１） （２ ０４）

总效

应

－１０ １７７ ５５ ０５２∗∗ ２ ２７４ －８２ １４４ ４ ６２７ －９ ８１３∗∗ ４３ ４３５ －４ ７３４ ９ ３３６∗∗∗ ４ ４９５∗∗

（－１ ３０） （１ ９８） （０ ７６） （－１ ３４） （１ ３２） （－２ ３５） （０ ９７） （－０ ９９） （４ ２６） （２ ４３）

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 分析贸易开放条件下

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并提出理论假设。 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

型， 基于三种空间权重矩阵， 利用 ＳＤＭ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第一，
人力资本水平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有着正向影响， 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

空间外溢效应。 第二，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存在 “Ｕ” 型影响， 计算拐点值

发现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 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

技术进步， 但提升环境规制削弱了这一抑制效应， 使得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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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有利于绿色技术进步提升。 上述研究是一项新的工作， 进一步丰富了可持

续发展理论。
本文据此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尤其是高等教育， 促

进绿色技术进步。 第二， 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第三， 适时提升环境规

制强度， 逐渐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同时， 环境污染的 “公地悲剧”
效应决定了环境治理必须全国 “一盘棋”、 跨区域协同治理。 第四， 进一步建立外

商投资甄别机制， 引进高端低碳外资项目， 淘汰落后高碳外资产能， 充分发挥外商

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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