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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 环境信息披露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

参考，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有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企业环保工作， 也有利于提升

企业声誉， 促进企业发展， 为探究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考察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研究发现， 环境

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 其对重污染行业、 国企、 外企以及大

型企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更大。 非线性检验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和硬性指标与企业出口

规模呈现 Ｕ 型关系， 而软性指标与出口规模存在倒 Ｕ 关系。 这就表明我国的软性

和硬性环境信息披露处于曲线左端， 披露水平较低。 影响路径检验显示， 环境信息

披露通过增加企业成本抑制出口， 通过增加政府补助、 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出

口， 而环境信息披露通过作用于市场份额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对企

业调整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和出口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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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环境信息披露方式作为继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监管型规制之后的新型环境监

管模式， 对我国实现污染的协同治理意义重大，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未来发展也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 环境信息披露关注度不断提升， ２００２ 年 《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 的公布使我国大部分上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更加积极。 理论上而言，
环境信息披露不仅能够强化政府对企业环保工作的监管， 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和

技术革新压力 （任力和洪喆， ２０１７） ［１］， 可能会抑制企业出口； 同时， 环境信息披

露能够强化政府、 社会与企业间的环保联系， 提高企业声誉、 社会信任和国际市场

需求 （张琛等， ２０１９） ［２］， 从而促进企业的出口绩效。 而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 进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趋紧， 贸易形势并不乐观， 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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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是助力还是阻力？ 尤其是在微观层面， 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会如何影响企业出

口行为？ 对该问题的思考将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制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和调整贸易

策略。
现有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１） 环境信息披露的驱

动力研究： 外部因子如制度要素、 外部监管和媒体压力等。 例如， 潘安娥等

（２０１９） ［３］发现外部监管能够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媒体关注度对重污染企业的

影响较大， 即社会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或媒体报道的负面信息越多， 企业就越倾向

于选择披露环境信息 （张琛等， ２０１９）。 内部要素如政治关系、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

制等。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政府具有许多企业所需的各类资源， 企业会主动披露环

境信息以争取特定资源 （林润辉等， ２０１５） ［４］， 黄珺和周春娜 （２０１２） ［５］ 发现股权

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环境信息披露， 也有研究指出内部控制在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中

具有重要影响 （李志斌， ２０１４） ［６］。 （２）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例

如， Ｈａｓｓｅｌ 等 （２００５） ［７］通过研究瑞典证券市场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不利于公司价值提

升； 然而， 任力和洪喆 （２０１７） 认为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性； 也有

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市值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不显著 （蒋麟凤， ２０１０） ［８］， 因

此， 有关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影响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结论。
目前尚没有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直接影响方面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

要从环境管制与出口的视角展开， 其结论可分为三类。 其一， 环境规制不利于出

口， 例如，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０） ［９］ 基于工具变量法对异质性行业模型进行实

证， 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出口。 Ｓｈｉ 和 Ｘｕ （２０１８） ［１０］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

降低了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可能性。 其二， 环境治理压力下的技术革新会提高产

品竞争力， 从而促进出口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５） ［１１］。 也有研究验证了环境政策能够倒逼

企业创新从而促进出口的结论 （盛丹和李蕾蕾， ２０１８） ［１２］。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１３］ 发

现环境法规可以增加石墨行业的研发投入，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出口。 其三， 也

有学者认为环境治理方式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 例如，
Ｅｉｓｅｎｂａｒｔｈ （２０１７） ［１４］认为环境规制对黑色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冶炼等 １０ 个行业的

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皮革、 毛皮制品行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与以往文献不同，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１） 从研究视角上， 基于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考察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其一， 现有环境信息披露

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影响因素和披露形式的视角展开， 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尚

少。 其二，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在环境治理反馈上的重要方式， 其对企业运营的

影响较为敏感， 本文采取微观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出口的视角较为新颖。 其

三， 采取微观企业数据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宏观数据存在的聚集性偏差。 （２）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而非 ＯＬＳ 估计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

披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能够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和系统地刻画企业出口行为。
（３） 在研究结论上， 本文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和硬性指标对企业出口规模呈现 Ｕ 型

曲线， 而软性指标与出口规模存在倒 Ｕ 型关系。 这就表明我国的软性和硬性环境

信息披露处于曲线左端， 披露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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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制分析

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经济理论包括三类： 合法性理论， 即公司必须遵守一定的

社会规范，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采取环境信息公开能够证明其企业存在的合法性

（Ｈｕｍｍｅｌ ａｎｄ Ｓｃｈｌｉｃｋ， ２０１６） ［１５］； 利益相关者理论， 即公司通过信息公开向相关利

益者展示自己在环保上的态度， 以获得利益者支持 （Ｄｅ Ｇｏｏｙｅｒ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６］；
自愿信息披露理论， 该理论解释了企业披露环保行为可以起到降低环境风险和治理

成本的效果， 因此， 具有良好环保绩效的企业趋向主动公开环境信息 （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５）， 对以上理论的分析能够为下文的机制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环境信息披露的成本效应

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成本可以划分为四类， 即资源消耗成本、 资源存量维持成

本、 环境发展成本和环境信息报告成本 （耿建新等， ２００７） ［１７］。 其中， 资源消耗成

本和资源存量维持成本是企业的节能费用， 环境发展成本是企业举办环保活动的额

外费用， 环境信息报告成本是编制环境报告的费用。 这些费用均须消耗企业一定的

资源， 因此， 环境信息披露成本难以避免。 基于新古典理论，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须

付出高昂成本， 严格化环境监管会增加企业成本 （方颖和郭俊杰， ２０１８） ［１８］。 标准

新古典理论中也支持成本假说， 即为降低环境污染， 企业增加更多投入从而缩减边

际效益， 有碍企业出口决策。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９］， 环境成本无

疑刺激了企业成本， 不利于出口决策，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造成政府相关部门对其

关注度上升， 高度监管下企业的治污成本会内部化， 造成生产成本上升， 而由于出

口市场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 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可能无法逾越沉没成本， 从而抑

制企业出口 （方颖和郭俊杰， ２０１８）。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
Ｈ１： 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增加生产成本会抑制企业出口。
（二） 环境信息披露的创新效应

与环境成本相反的理论观点是创新补偿效应， 即环境监管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

创新 （盛丹和李蕾蕾， ２０１８）， 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必然会提高企业关注度， 企

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更强烈， 从而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５）。 须指出的是企业信息披露带来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阶段性，
初期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技术创新可能耗费巨额成本， 这一点包含在上文提及的成本

效应中， 而已完成的创新补偿效应就表现为企业通过研发提高生产率获得产品加工

过程补偿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０］。 虽然目前文献缺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创新补

偿效应能促进企业出口这一结论的直接佐证， 但环境政策的出口效应已经得到验

证， 如李树和陈刚 （２０１３） ［２１］发现 《大气污染防治法》 具有创新补偿效应， 申萌

等 （２０１５） ［２２］发现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 这一环境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出口。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

Ｈ２： 环境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可以促进出口。
（三） 环境信息披露的补助效应

某种意义上而言， 地方政府与企业是声誉共同体 （张琛等， ２０１９）。 对政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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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环保是政治目标， 企业是环境污染和环保主体， 其能否配合政府的环保工作是

政府的关注点。 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有利于帮助政府开展相关环保工作， 政府为

鼓励企业披露信息会向企业投放一定的资源， 而企业为了获取补助则会主动披露环

境信息。 并且， 由于信息不对称性， 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公信力

（林润辉等， ２０１５）。 政府部门也认为进行信息披露的企业是环保政策支持者， 会

给予企业一定的环保补偿， 因此， 无论是出于鼓励还是补偿， 政府都会增加环境信

息披露企业的补助， 而政府补助能够克服企业出口的沉没成本， 降低出口所面临的

国外信息搜寻成本和销售渠道建立等固定成本，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许明和李逸

飞， ２０１８） ［２３］。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
Ｈ３： 环境信息披露会通过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促进企业出口。
（四） 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

受到严格融资约束的企业在出口行为上存在消极性 （黄珺和周丽娜， ２０１２），
当企业不能得到外部融资时就面临一定的债务约束， 而出口企业的新进入者必须利

用自有流动资本偿付其沉没成本， 因此， 外源融资能力是企业出口的重要影响因

素。 王静和张西征 （２０１４） ［２４］也发现融资约束削弱了企业出口和创新活动之间互补

性， 在融资约束不严重的情况下企业更容易出口。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利益相关

者理论， 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是在向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发展现状的信号， 债权

人能够基于企业的环境表现决定是否增加贷款或提高贷款利率以保障债券方个人利

益。 大部分投资者因其自身的风险厌恶偏好， 会对环境表现较好的企业保持着较低

的风险评估， 从而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 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则能够缓解债务融

资压力 （叶陈刚等， ２０１５） ［２５］。 因此， 环境信息披露极有可能会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从而促进出口。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
Ｈ４： 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增强融资能力可以促进企业出口。
（五） 环境信息披露的社会信任效应

基于合法性理论和自愿信息披露理论， 公司会尝试披露良好的环境信息以避免

因污染问题而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周茜， ２０１８） ［２６］。 一方面， 基于企业声誉理

论， 良好声誉对企业来说是无形资产， 环境信息披露会增加公众对企业好感度， 增

加企业的市场份额 （任力和洪喆， ２０１７）； 另一方面， 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能够减少

环保处罚概率， 通过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 投资者能够据此分析企业的环境责任履

行情况， 从而决定是否投资。 因此，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增加企业认可度和市场

份额占比， 提高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信

息披露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其一， 环境信息披露可能有碍公司声誉， 企业受到更

高的监管压力， 从而消极生产， 降低其出口竞争力 （ Ｂｒ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ｖｅｌｉｎ，
２００６） ［２７］； 其二， 财务绩效较好的公司也有可能会消极地披露环境信息。 因为， 他

们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得越多的公司可能存在越多的潜在性问题， 会减少社会信任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８］； 其三， 过度地信息披露意味着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

任， 过度的环保投资可能会挤出企业正常投资， 造成出口积极性下降。 由此， 本文

提出假设 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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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５： 环境信息披露作用于社会信任对出口的影响不确定， 一定程度的环境信息披

露会提高市场份额， 促进出口， 信息披露过度则会挤出企业正常投资， 不利于出口。

二、 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环境信息披露指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ＩＤ） 来

衡量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基于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报、 环境信息报告以及社会责任

报告等披露的环境信息， 本文采用 Ｗｉｓｅｍａｎ （１９８２） ［２９］指数进行评价， 其中， 没有

披露环境信息的记录为 ０ 分， 披露一般性非金额信息的记录为 １ 分， 披露数量信息

的记录为 ２ 分， 披露金额信息的记录为 ３ 分， 各项得分加总得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总得分 （ＥＩＤ）。 由于对项目的赋权主观性较强， 因此， 本文直接将各项得分加总

计算 （任力和洪喆， ２０１７）， 环境信息披露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ＩＤｉｔ ＝ ∑ ｎ

ｉ ＝ １
ｅｉｄｉｊｔ

ＥＩＤｉｔ是 ｉ 公司在第 ｔ 年披露的环境信息项目得分加总， ｅｉｄｉｊｔ是 ｉ 公司第 ｔ 年在 ｊ
项环境信息项目上的得分， 其中 ｊ ＝ １， ２， ３， ……， １０， 包括十大类环境信息，
ＥＩＤ 得分越高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参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规定， 将评价指标分为硬性指标 （ＥＩＤ＿ ｈａｒｄ） 和软性指标 （ＥＩＤ＿ ｓｏｆｔ）， 硬性指

标 （ＥＩＤ＿ ｈａｒｄ） 是指企业应披露环境绩效、 成本和环保支出等指标， 而软性指标

（ＥＩＤ＿ ｓｏｆｔ） 是指企业的绿色发展远景、 环保态度及环境概况等指标。
统计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 硬性环境信息指标包括 （１， ２， ３， ６， ７， ８，

１０） 项， 软性环境信息指标包括 （４， ５， ９） 项。 图 １ 的指标趋势反映出各类环境

指标披露逐年递增且增速明显， 硬性环境信息披露优于软性指标， 环境信息披露总水

平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８５２ 到 ２０１８ 年已达到 １７２４４， 表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趋势逐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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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历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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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 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 基本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的出口可能与环境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联系， 企业的出口决策可能并

不是完全随机的， ＯＬＳ 估计会产生选择性偏误。 因此， 本文采取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模型进行分析， 该模型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口决策模型， 即考察企业是否选

择出口； 第二阶段是修正后的出口规模模型， 考察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受到哪些因

子的影响。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设定如下。
出口决策方程：
　 　 Ｐ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１}{ ＝ β０ ＋ βＥＩＤｉｔ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１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δ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出口规模方程：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 ＝ β０ ＋ βＥＩＤ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φｉ ＋ φｔ ＋ νｉｔ （２）
（１） 式中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为 ｉ 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 当企业为出口企业时， 值取

１； 否则为 ０。 ＥＩＤｉｔ是环境信息披露变量，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影响企业 ｉ 出口决策

的因素，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１是出口虚拟变量的滞后 １ 期， δｉ和 δｔ分别代表出口决策方程中的

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代表出口决策方程的随机扰动项。 （２） 式中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为 ｉ
企业的出口规模， 采取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φｉ和 φｔ分别代表出口规

模方程中的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影响企业 ｉ 出口规模的因素，
νｉ ｔ表示出口规模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设置

１ 核心变量

本文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成本效应、 创新效应、 融资效应、 补助效应与社会信

任效应， 因此， 本文选取了以下 ５ 个变量对影响路径进行检验。 （１） 生产成本

（Ｃｏｓｔ）。 本文选取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与销售额之比进行衡量， 其原因在于主营业

务成本是由产品销售量和已销产品单位成本相乘得出。 为了消除销售数量影响， 采

取比值刻画可能较为合适。 （２） 创新补偿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采取企业各年的人均专利

申请数量进行衡量， 专利申请数量来自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３） 融资能力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选取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之比进行衡量， 该变量的数值越大

表明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４） 政府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ｙ）。 选用企业受到的补贴收入与

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进行表示。 （５） 市场份额 （Ｓｈａｒｅ）。 市场份额指一个企业的销

售额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 因此， 本文采取企业当年销售额与当年企业所处行

业销售额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
２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说明如下： （１） 企业税负 （Ｔａｘ）。 本文采用企业当年税金总额与

企业员工人数比值进行衡量。 （２） 企业年龄 （Ａｇｅ）。 本文采取公司开工年份与数

据采集当年的差值进行表示。 （３）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本文选取企业当年的净

利润与销售额的比值进行衡量， 其中企业净利润等于 “企业的利润总额和受到的

补贴收入之差”。 （４）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由于我国在出口上依靠廉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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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出口扩张， 可以初步认为资本密集度不利于我国企业出口。 本文采取人均固

定资产对该指标进行衡量。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 全要

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跨过出口门槛， 因此， 加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控制变量之

一， 选取常用的 ＬＰ 方法作为具体测算方法。
（三） 数据说明

考虑到上市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开始公开环境信息， 并且能够统计企业出口规模的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更新时间是 ２０１３ 年， 因此， 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 其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 其一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涵盖企业

规模、 产值、 利润和企业出口信息， 而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企业信息披露

方面的详细信息， 因此， 选取国泰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ＣＳＭＡＲ 和工业

企业数据库匹配。 匹配后数据即为本文样本， 基于数据库存在部分企业信息缺漏严

重或异常等情况， 本文进一步对数据处理： （１） 删除成立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企业样

本； （２） 删除工业总产值、 销售额、 固定资产数据、 利息支出数据等任何一项存

在缺漏、 零值或负值的样本数； （３） 删掉各项信息披露缺失较严重的样本；
（４） 删掉企业雇员数量少于 １０ 的样本， 最终用于分析的企业样本共有 ７０８ 家。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文章采取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对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进行检验， 基

准结果如表 １ 所示。 由于回归方程中的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指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估计的设定较为合理。 此外， 在出口决策方程中， 出口决策的滞后

一期值 Ｅｘｐｏｒｔ－１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且为正， 不仅满足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有

效识别条件， 也说明上一期的出口决策能够显著地促进本期出口决策。 考虑到环境

信息披露划分为软性指标和硬性指标， 因此， 分别在模型Ｍ３—Ｍ６ 中比较两类指标

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
在模型 Ｍ１ 和 Ｍ２ 中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 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环境信息披

露有利于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 究其原因， 一方面， 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

业声誉， 有利于企业开拓海外贸易市场， 促进出口决策， 另一方面， 环境信息披露

能够增强融资能力和投资者信心，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扩大出口规模。
在模型 Ｍ３ 和 Ｍ４ 中， 硬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 （ＥＩＤ＿ ｈａｒｄ） 能显著地促进出

口决策， 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为负。 当硬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增长 １％会促进

企业出口发生率增长 ０ ０９％， 会造成企业出口规模减小 ０ ０４１％。 究其原因， 硬性

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认可度， 使其从事贸易行为更自信， 从而有利于其出口

决策。 而对已发生出口的企业来说， 硬性环境信息披露意味着企业面临更高的环境

治理负担， 企业出口面临的监管更严格， 从而不利于出口规模扩大。
在模型Ｍ５ 和Ｍ６ 中， 软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 （ＥＩＤ＿ ｓｏｆｔ） 在模型Ｍ５ 和Ｍ６ 的

系数显著为正， 即软性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出口。 其原因可能在于软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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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主要是从定性方面表达企业环保态度和决心， 环境保护信心的提升同样能

够提高企业声誉， 有利于企业海外市场开拓。

表 １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模型 Ｍ４ 模型 Ｍ５ 模型 Ｍ６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ＩＤ ０ １２６∗∗∗ ０ ０６６∗∗∗

（１２ ８６） （３ ４５）

ＥＩＤ＿ｈａｒｄ 　 　 ０ ０９∗∗∗ －０ ０４４∗∗

（８ ５） （－２ ０４）

ＥＩＤ＿ ｓｏｆｔ １ ０１２∗∗∗ ０ ６８４∗∗∗

（１０ ６８） （４ ４３）

Ｅｘｐｏｒｔ－１
２ ８０１∗∗∗ ２ ８０４∗∗∗ ２ ８０３∗∗∗

（４５ ９２） （４７ ４６） （４６ ９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ｃｏｎｓ ３ ５２９∗ １０ ６３５∗∗∗ ３ ５０９∗ １０ ０６１∗∗ ３ ３３９∗ １０ ８１３∗∗∗

（１ ７８） （２ ７４） （１ ８１） （２ ５７） （１ ７） （２ ７９）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１ ３３４∗∗∗ １ ２６９∗∗∗ １ ３３２∗∗∗

（１２ ６９） 　 　 （１２ ２４） （１２ ９４）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３９ ５４∗∗∗ ３１ ６５∗∗∗ ４７ ６３∗∗∗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二） 内生性估计

以上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出口的关系， 但仍然缺少

对内生性的考虑。
第一， 从测量误差来看， 本文采取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较 ＯＬＳ 估计能够纠正

样本选择。 为了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进一步采取 ＤＩＤ 方法进行检验， 首先，
扩大样本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考虑到 ２００７ 年上市公司开始公开环境信息）； 其

次， 设置时间变量 Ｐｏｓｔ， ２００７ 年之后 Ｐｏｓｔ 为 １， 其余为 ０， 设置个体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即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为 １， 其余为 ０； 最后， 采取 ＤＩＤ 方法检验环境

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Ｍ１ 和 Ｍ２。
第二， 为了确保本文结果没有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 本文选定两个代表性的工

具变量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Ｍ３ 和 Ｍ４。 其一， 选取环境信息披露的

滞后一期 （ＥＩＤｌａｇ） 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这种做法是现有研究对遗漏变量问

题最常见的处理方法； 其二， 考虑到环保信息披露与企业出口可能由公司治理等第

三方因素决定， 因此， 可能存在遗漏公司治理这类变量而造成内生性。 参照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３） 的办法， 本文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指标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ｈａｒｅ）
作为工具变量， 由于机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标时会考虑公司治理水平， 因而， 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指标， 从而减少不可观测的公司特质等

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公司也有可能为了增加出口而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从而引发内生性。 为

此， 本文选定两个工具变量以克服双向因果性， 具体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Ｍ５ 和 Ｍ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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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选取各企业所在城市的报纸种类数量 （Ｐａｐｅｒ） 作为工具变量， 这是由于官

员主要依据报刊报道掌握民生诉求， 当报道的污染问题加剧时， 政府会给予企业更

多环境信息披露压力。 一方面， 该变量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关， 另一方面， 该指

标与企业出口无关， 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 其二， 考虑到本文的环境信息披露与出

口均是企业层面的数据， 为了降低同一层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因果相关性， 本文选取

上市公司所在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ＰＩＴＩ） 作为工具变量。 一般来说，
企业所在地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越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同时， 城市

层面的环境信息披露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出口行为， 因此， 这一变量同样符合工具

变量的选定标准。
在表 ５ 的模型 Ｍ１ 和 Ｍ２ 中，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

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 验证了本文结果的合理性。 在模型 Ｍ３—Ｍ６ 中， 本文使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检验未被包括的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相关。 检验

结果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远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的 １０％临界值， 拒绝了工具变量弱

识别的原假设。 上述统计量反映出采用工具变量回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工具变量

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可靠。 基于篇幅考虑， 表 ２ 仅报告了加入工具变量之后的核心变

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本文的核心变量 （ＥＩＤ） 在模型 Ｍ３—Ｍ６ 中均显著为正，
说明了本文的基准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２　 内生性检验

变量

测量误差纠正 遗漏变量纠正 双向因果纠正

ＤＩＤ
（出口决策）

ＤＩＤ
（出口规模）

ＩＶ
（ＥＩＤｌａｇ）

ＩＶ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ＩＶ
（Ｐａｐｅｒ）

ＩＶ
（ＰＩＴＩ）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模型 Ｍ４ 模型 Ｍ５ 模型 Ｍ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１２∗∗ ０ １７６∗∗

（２ １８） （２ １１）

ＥＩＤ ０ ０２２∗∗ ０ ６０２∗∗∗ ０ ３１６∗∗ ０ ０４６∗

（２ ５７） （２ ６４） （２ ０５） （１ ８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ｃｏｎｓ ０ ８５３∗∗∗ ３ ３７１∗∗∗ ０ ０２２∗∗ ０ ３４３∗∗∗ ３ ３０１∗∗∗ ０ ２８１
（４ ８５） （６ ９１） （２ ５７） （８ ３５） （７ ９１） （０ 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１４ ９７６ ２２ ０７５ １８ ３２１ ２１ ０８８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１３ ００７ １３ ０３５ １１ ５５２ １２ ９５４
注： 基于篇幅考虑， 这里省略了关键变量是软性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ｓｏｆｔ） 和硬性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ｈａｒｄ）
的回归结果， 模型 Ｍ３—Ｍ６ 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规模 Ｅｘｐｏｒｔｓ， 其余回归结果备索。

（三）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行业和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敏感性不同，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异质性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 行业污染性

变量 ＥＩＤ 在模型 Ｍ１ 系数大于其在模型 Ｍ２ 的系数 （０ ３０１＞０ ０４３）， 当环境信

息披露水平提高 １％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的出口规模增加 ０ ３０１％， 低污染企业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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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提高 ０ ０４３％。 其原因在于重污染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更加积极， 毕竟重污

染型产业受到更加严厉的环境监管。 此外， 由于重污染行业更加容易被媒体曝光，
因此， 企业为了减少环境处罚概率和负面媒体报道， 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

２ 企业所有制

变量 ＥＩＤ 在模型 Ｍ３ 和 Ｍ５ 中系数较为显著， 而在模型 Ｍ４ 中系数并不显著，
表明国企和外企可能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更具优势。 国企为了得到更多国家资源的支

持会更加积极响应政府政策， 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 而外资企业中， 具有海

归经历的领导可能更具环境意识， 因此， 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也会更积极。
３ 企业规模

在模型 Ｍ６—Ｍ８ 中， 比较变量 ＥＩＤ 的系数 （Ｍ６： ０ ３１６ ＞Ｍ７： ０ ０５２ ＞Ｍ８：
０ ０２６）， 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每提高 １％会促进大型企业出口规模提高 ０ ３１６％，
中型企业出口规模增加 ０ ０５２％， 小型企业出口规模增加 ０ ０２６％ 其原因在于环境

治理行为需耗费大量资金， 在缺乏强制规定的情况下， 企业往往缺少环保预算， 为

降低融资压力和获取投资者信任， 大企业会主动披露信息。

表 ３　 异质性检验

变量
污染行业 所有制 企业规模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模型 Ｍ４ 模型 Ｍ５ 模型 Ｍ６ 模型 Ｍ７ 模型 Ｍ８
重污染 低污染 国有 外资 民营 大型 中型 小型

ＥＩＤ ０ ３０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２∗ ０ ３１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６∗∗∗

（３ ０７） （４ ９４） （２ ４８） （０ ５６） （１ ８６） （２ １９） （１ ７５） （３ ９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四） 非线性检验

根据上文基础回归结果发现不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出口规模的正负影响差别

较大， 回归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存在非线性关系。 为此， 本节在基准回归的基

础上加入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 软性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ｓｏｆｔ） 和硬性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ｈａｒｄ） 变量的二次型， 以验证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模型 Ｍ２ 中， ＥＩＤ＾２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规模之间存在

着 Ｕ 型关系， 即环境信息披露初期不利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 到达一定临界点后

影响就转为正向。 其原因在于环境信息披露初期会促进企业大量进行环保投资， 挤

出企业的出口投入， 不利于企业出口， 但后来的环保投资逐渐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了企业出口， 同时建立起的环保信誉则会通过绿色产品口碑、 消费者满意度等

机制提升了市场需求， 从而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
在模型 Ｍ４ 中， ＥＩＤ＿ ｓｏｆｔ＾２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软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规

模是倒 Ｕ 型关系， 即软性环境信息披露首先对企业出口规模产生正效应， 到达一

定的临界值后影响转为负向。 原因在于过度的软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加剧企业环境责

任负担， 上市公司领导可能会过度投资环保以强化个人社会评价， 但该行为容易造

成利润流失从而不利于出口 （任力和洪喆， ２０１７）。
在模型 Ｍ６ 中， ＥＩＤ＿ｈａｒｄ＾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硬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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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是 Ｕ 型关系， 即硬性环境信息披露首先是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 产生负向效应，
到达一定的临界点后转化为正效应。 原因在于硬性环境披露意味着企业受到了环境

污染罚款等压力较大， 不利于短期企业的融资和市场份额提高， 而当信息公开达到

一定水平， 企业认可度上升， 融资约束受到缓解， 企业出口得到改善。

表 ４　 非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模型 Ｍ４ 模型 Ｍ５ 模型 Ｍ６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ＩＤ＾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８∗∗∗

（４ ０８） （３ ８９）

ＥＩＤ ０ ２２３∗∗∗ ０ １２３∗∗

（８ ５８） （２ ３４）

ＥＩＤ＿ ｓｏｆｔ＾２
－０ １１６∗∗∗ －０ ０７８∗∗∗

（－１１ １４） （－４ ９５）

ＥＩＤ＿ ｓｏｆｔ ０ ５９７∗∗∗ ０ ３７６∗∗

（５ ６５） （２ ３１）

ＥＩＤ＿ ｈａｒｄ＾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２ ３５） （３ ８１）

ＥＩＤ＿ ｈａｒｄ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４∗∗∗

（５ ５１） （２ ６８）

Ｅｘｐｏｒｔ－１
２ ７９７∗∗∗ ２ ７５７∗∗∗ ２ ７９８∗∗∗

（４５ ４７） （４４ ５８） （４７ 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３ ６８５∗ １０ ９２６∗∗∗ ３ ５７４∗ １１ ６９５∗∗∗ ３ ５２２∗ １０ ２６６∗∗∗

（１ ８５） （２ ８２） （１ ７７） （３ ０７） （１ ８１） （２ ６３）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１ ３３９∗∗∗ １ ３５４∗∗∗ １ ２７９∗∗∗

（１２ ７） 　 　 （１２ ７９） 　 　 （１２ ３４）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５５ ５５∗∗∗ ７２ ００∗∗∗ ４６ 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五） 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上文中提及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影响机制上是否存在成本效应、 创新效

应、 融资效应、 补贴效应以及社会信任效应。 本文将环境信息披露 （ＥＩＤ） 与企业

成本 （Ｃｏｓｔ）、 企业创新专利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企业融资能力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政府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ｙ） 和市场份额 （Ｓｈａｒｅ） 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 具体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１ 成本效应

在模型 Ｍ１ 中， 变量 Ｃ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小于零， 表明企业成本上升是阻碍企业出

口的影响要素之一， 交互项 （ＥＩＤ×Ｃｏｓｔ） 的系数同样为负， 说明了环境信息披露

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对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抑制性。
２ 创新效应

在模型 Ｍ２ 中， 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利于

扩大出口规模。 目前， 在我国出口已经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扩张， 技术创新在出口

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也是创新变量的影响系数较高的原因。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

业创新的交互项 （ＥＩ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会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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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型带来更多外部监管压力， 倒逼企业创新，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表 ５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Ｍ１ 模型 Ｍ２ 模型 Ｍ３ 模型 Ｍ４ 模型 Ｍ５
成本效应 创新效应 融资效应 补贴效应 社会信任效应

ＥＩＤ ０ １９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 ０ １０４∗∗∗

（５ １９） （３ ２３） （３ ９２） （３ １２） （２ ９７）

Ｃｏｓｔ
－１ ６３８∗∗∗

（－５ ５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９４∗

（１ ８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０ ２３２∗∗

（２ ４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５ ６８２∗∗

（２ ０７）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９８∗∗

（２ ２７）

ＥＩＤ×Ｃｏｓｔ
－０ １６１∗∗∗

（－４ ０４）

ＥＩ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４∗∗

（２ １）

ＥＩ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０ １８１∗

（１ ８４）

ＥＩＤ×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７７∗

（１ ８８）

ＥＩＤ×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９１

（１ ３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 ｃｏｎｓ ９ １８４∗∗ １０ ２０３∗∗∗ １０ １４９∗∗∗ １０ ５５６∗∗∗ １０ ６８４∗∗∗

（２ ３９） （２ ６９） （２ ６９） （２ ７２） （２ ７６）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１ ３０８∗∗∗ １ ３２５∗∗∗ １ ３３∗∗∗ １ ３３３∗∗∗ １ ３３５∗∗∗

（１２ ５５） （１２ ６） （１２ ６６） （１２ ６８） （１２ ７１）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７４ ５９∗∗∗ 　 ４４ ７９∗∗∗ 　 ４５ ８８∗∗∗ 　 ４４ ４８∗∗∗ 　 ４６ ９９∗∗∗ 　

注： 受限于文章篇幅， 省去了出口决策模型结果。

３ 融资效应

在模型 Ｍ３ 中， 变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的系数显著为正， 融资能力越强越利于企业出

口， 同时， 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能力的交互项 （ＥＩ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的系数也显著大

于零， 即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强化债务方对企业信任， 从而强化了融资能力对企业出

口的促进作用。
４ 补贴效应

在模型 Ｍ４ 中， 变量 Ｓｕｂｓｉｄｙ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补贴能

够促进企业出口。 目前， 在我国经济转型中， 企业较多地依附于政府寻求资源， 政

府扶持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海外销售市场； 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

（ＥＩＤ×Ｓｕｂｓｉｄｙ）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了环境信息披露能够强化政府和企业间互

动， 政府对信息披露企业的补助增加，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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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社会信任效应

在模型 Ｍ５ 中， 变量 Ｓｈａｒ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市场份额越高越利于企业出

口， 而环境信息披露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 （ＥＩＤ×Ｓｈａｒｅ） 的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 其原因可能并不是说环境信息披露对社会信任感没有提升作用， 而是基于理

论分析， 环境信息披露是存在适度性和类别差异的， 不同类别的环境信息披露造成

环境信息披露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较为不确定， 因此， 交互项 （ＥＩＤ×Ｓｈａｒｅ） 的系

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 分析其是否会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 实证

结果表明： （１） 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 （２） 环境信息

披露水平会影响到重污染行业出口，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更

具优势， 环境信息披露对大型企业的出口影响大于中小型企业。 （３） 环境信息披

露和硬性指标对企业出口规模呈现 Ｕ 型曲线， 而软性指标与出口规模存在倒 Ｕ 型

关系。 这就表明我国的软性、 硬性环境信息披露处于曲线左端， 披露水平较低；
（４） 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的成本效应不利于出口， 而创新补偿效应、
融资效应和补助效应则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规模， 同时环境信息披露产生的社会信

任效应并不明显。
文章的启示在于： （１） 环境责任履行对出口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 初始的环

境信息披露可能造成企业面临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创新压力， 尤其是硬性环境信息披

露可能会使企业受到更多环境治理方面的压力， 不利于企业出口， 同时软性环境信

息披露则是通过提升企业形象促进出口。 在信息披露达到一定水平时， 硬性环境信

息能够转换为企业融资能力、 创新价值等促进企业出口， 而软性环境信息披露则更

多地表现为企业在社会影响力上过度投入， 造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不利于企业出

口。 因此， 如何合理把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两种信息的比例对企业发展较为重

要。 环境信息披露始终是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鼓励， 适度的信息披露不仅增加了社

会对企业的信任度， 也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和促进我国贸易市场繁荣。 （２） 环境信

息披露的出口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针对披露质量较差的非重污染行业、 民营

行业和中小型企业， 要更加细致地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明确企业

在环境信息披露上的责任， 制定具体的信息披露的标准和奖惩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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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ｆ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ｆ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ｔｈ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ｈａ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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