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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环境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利用中国２８５个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并依据生态承载力分区，考察区域差异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

率和环境要素替代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均

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生态承载力不同，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素替代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路径显著不同；

生态承载力越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政策主张为：应基于生态

承载力条件选择环境规制强度，且应激励创新，以促进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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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４０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但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除了依靠大量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高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以外，环境要素的过度使用

导致诸如酸雨、水污染、雾霾等有损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环境问题相继爆发，成为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

题。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阐述绿色发展，到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再到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都是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以提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要求。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意味着经济发展方

式应由“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增长转为降低生态环境要素投入、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和经

济产出效率的绿色集约增长，其本质是提高环境效率。在此背景下，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措施以

提升环境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然之路。那么，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机制是

怎样的？其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包含环境要素在内的分析框架，剖析环境

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期望厘清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和路径，以明晰

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方向和力度，进而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在长期，仅仅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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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Ａｌｗｙｎ，２００３）［１～２］，只有依靠科学的进步
与技术的提升，才可从根本上获取可持续的配置效率，达成经济增长可持续（Ｃｈｏｗ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２）［３］。
基于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４］关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现有研究中多以全要素生
产率表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随着环境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学者们将资源和

环境因素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体系中，并以此判断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测

算思路主要可分为两条：第一，将环境污染视作非期望产出，利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法、ＳＢＭ
模型等方法进行测算（胥敬华和杜娟，２０１６；申晨等，２０１８）［５～６］；第二，将环境污染视作一种生产要素，
作为投入变量利用ＤＥＡ、随机前沿分析等方法进行测算（陈诗一，２００９；匡远凤和彭代彦，２０１２）［７～８］。

（二）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研究

学界关于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效率的观点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的

环境要素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Ｇｒａｙａｎｄ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２００３；Ａｍｂｅ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９～１０］，同
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无法得知企业使用环境要素的外部成本，进而导致环境规制的实施

非但无法将外部性内部化，反而可能将环境保护负担传导给环境污染受害者（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１１］，造成“外部性扩散”（黄庆华等，２０１８）［１２］，导致生产率损失，不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另一
方面，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刺激研发与创新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提高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上官绪明和葛斌华，２０２０）［１３～１４］，同时，挤出生产率较低、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
留下生产效率高或清洁型的企业（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１１］，有利于整体环境效率的提升。另外，环
境规制影响环境要素使用成本，促使企业使用其他要素替代环境要素，发生环境要素替代效应，降低

对环境的损害，进而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蔡乌赶和周小亮，２０１７）［１５］。近年来，部分学者着手研究
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效应，但是结论不尽相同：王群勇和陆凤芝（２０１８）［１６］研究发现环境规制
强度提升环境效率且存在门槛效应，申晨等（２０１８）［６］认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行促进了区域工业环
境效率的提升，而陈浩和罗力菲（２０２１）［１７］实证表明二者呈现Ｕ型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中，虽有大量文献研究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但鲜有文献系统地

剖析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效应；虽将环境纳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考察范围，但

鲜有文献将环境要素真正意义上视作同劳动和资本同等的投入要素，并以此考察环境规制对生产要

素投入的影响，从而忽视了环境要素参与生产全过程的事实。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将环境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从微观视角构建环境规制影响要素投入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的

分析框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路径；第二，将环境效率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决定经

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经“环境调整”的环境效率，而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质是创新与除环境要素

以外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结果；第三，将环境要素视作同资本、劳动可替代的生产要素，考察环境规

制作用下环境要素替代效应及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将环境效率纳入分析框架，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

理论机制并提出假设；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设定及指标选取；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

六部分为本文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三、理论机制与假设提出

在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探讨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参考Ｋｏｚｌｕｋ和Ｚｉｐｐｅｒｅｒ（２０１４）［１８］的方法，将环境效率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环境
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微观机制。为方便分析，假设地区生产部门生产率为φ，φ∈（０，＋∞），
采用劳动（Ｌ）和资本（Ｋ）作为投入品生产产品Ｙ；不失一般性，本文采用污染税（τ）的形式来衡量环境
规制强度。

（一）生产技术

根据已有研究，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现有模型中对环境污染的处理分两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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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环境提供的服务视为生产要素，即环境要素（Ｅ），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
数，即：

Ｙ＝ＡＥαＬ（１－α）βＫ（１－α）（１－β） （１）
其中，Ａ为经“环境调整（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的生产率，即为环境效率。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使得
Ａ的提升是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关键。

二是将环境污染视为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并分配０≤θ＜１比例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减排部门减
排（Ｓａｄｅｇｈｚａｄｅｈ，２０１４）［１９］，此时，生产函数为：

Ｙ＝φ（１－θφ，τ）Ｌ
βＫ（１－β） （２）

其中，φ＞０，φ值越大说明生产部门生产率水平越高。产出为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函数，且生产过程中将
产生污染。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地区将劳动和资本均投入到生产部门；当环境规制水平增强时，将

分配０＜θ＜１比例的劳动和资本用于减排或投资现有可用的减排技术，θ由环境规制水平 τ决定
（θ／τ≥０）。劳动的价格为ｗ，资本的价格为ｒ。

（二）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

对式（１）和式（２）分别取对数并对时间进行微分得：

Ｙ^＝?＋α?＋（１－α）βＬ^＋（１－α）（１－β）Ｋ^ （３）

Ｙ^＝φ^－
θ·φ，τ
１－θφ，τ

＋βＬ^＋（１－β）Ｋ^ （４）

其中，?反映了产出增加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环境要素增加之间的差异，即考虑环境要素的生产

率，其为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关键；φ为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则φ^反映了产出增加与生产部门生产要
素增加之间的差异。

由式（３）和式（４）得式（５）：

?＝φ^－
θ·φ，τ
１－θφ，τ

－α［?－βＬ^－（１－β）Ｋ^］ （５）

式（５）中第一项为生产部门技术进步，即为技术进步效应；第二项为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即为资本
和劳动要素重置效应；第三项为环境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变动，即为环境要素替代效

应。以上三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因此，?的大小取决于创新效应、环境要素替代效应以及
要素重置效应的大小。

根据式（１）的生产函数以及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４］关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观
点①，环境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依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已有研究，式（５）中的
创新效应和要素重置效应即为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②。因此，根据式（５）可得，?的大小取决于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以及要素间的替代，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其他要素对环境要素的替代（即环境要素

替代）均可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投入相对结构影

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体来讲，存在环境规制的情况下，根据“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效应”，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创新是不确定的，即技术进步效应具有不确定性（φ^不确定）；环境规制的增强，对
企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产生影响，将使得企业增加减排部门的要素使用量（θ·φ，τ＞０），即发生要素重置

效应③，因此，φ^－θ·φ，τ／１－θφ，τ的大小是不确定，其取决于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的大小，即环境规制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当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足以使得环境要素相对价格提升时，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经济主体将降低环境要素的使用（?下降），并相对增加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使用，即发生环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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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的仍然是未考虑环境要素的传统全要素生产率。

此后，文中出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指的是传统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已有文献中关于环境规制成本效应的定义及使用，其为成本效应的一个来源。



素替代（?－βＬ^－（１－β）Ｋ^＜０）；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因未能体现环境要素的稀缺性而不足以提升
环境要素的价格，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甚至出现抑制环境要素替代的现象发生。因此，总的来看，环

境规制对环境要素替代具有Ｕ型影响作用。
由上述分析得如下假设：

Ｈ１：环境规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环境要素替代效应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影
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环境要素替代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Ｈ２：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当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显
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反之，起到抑制作用。

Ｈ３：总体上，环境规制与环境要素替代之间呈现Ｕ型关系。
（三）关于环境要素替代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在生产技术的约束下，企业选择要素投入，以实现成本最小化。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可通

过要素替代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否发生环境要素替代取决于环境规制是否使得环境要素

相对于当下经济产出需求具有稀缺性。假设Ｅ（τ，э）为环境规制和生态承载力（э）共同决定的区域可
使用环境要素量，且Ｅ（τ，э）／τ＜０，Ｅ（τ，э）／э＞０，Ｅ为环境要素的实际使用量。环境规制的环境
要素替代效应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若Ｅ（τ，э）＞Ｅ。在生态承载力水平较高的区域，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此时有 Ｅ（τ，э）＞Ｅ，即
区域内可提供的环境要素量具有非稀缺性。此种情况下，在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至使得Ｅ（τ，э）＝Ｅ之
前，不会导致环境要素价格的上升，因此，使用劳动和资本要素替代环境要素的现象不会发生，即不会

发生环境要素替代。相反，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会出现环境要素使用量增加，或者环境要素相对于

其他要素使用量增加的现象。

若Ｅ（τ，э）≤Ｅ。当环境规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或在生态承载力水平低的区域，此时有 Ｅ（τ，э）
≤Ｅ，即区域内可提供的环境要素量具有稀缺性。此种情况下，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将导致环境要素
价格的上升，产生环境要素替代。为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环境要素替代效应的具体路径，根据式

（１）构建地区内代表性企业的单位产出成本最小化问题：
ｍｉｎ（τｅ＋ｗｌ＋ｒｋ）
ｓ．ｔ．１＝Ａｅαｌ（１－α）βｋ（１－α）（１－β{ ）

得企业在成本最小化条件下选择的要素投入结构为：

ｋ
ｅ＝

（１－α）（１－β）
α

τ
ｒ （６）

ｌ
ｅ＝

（１－α）β
α

τ
ｗ （７）

在此种情况下，τ将随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企业将采用劳动
和资本要素替代环境要素，即发生环境要素替代。由上可知，环境要素替代效应源于环境要素相对于

劳动要素投入比例、相对于资本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即环境规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可

持续性，可进一步具体分解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劳动环境比（劳动要素相对于环境要素的投入比例）

和资本环境比（资本要素相对于环境要素的投入比例）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生态承载力不同的区域，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素替代效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

性的间接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生态承载力较高的区域，当环境规制水平低时，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

不会促进环境要素替代，甚至出现抑制环境要素替代的现象；当环境规制提升至一定水平，环境规制

水平的再提升将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因此，环境规制通过先抑制后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

持续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间接影响作用。生态承载力低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将促进
环境要素替代，因此，环境规制通过促进环境要素替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由上，得以下假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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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环境要素替代可分解为劳动、资本分别对环境要素的替代，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劳动环境比和
资本环境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Ｈ５：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素替代效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具有生态承载力异质性。具体
而言，生态承载力高的区域，环境规制通过先抑制后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抑

制后促进的Ｕ型间接效应；生态承载力低的区域，环境规制通过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
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由理论分析框架可知，在环境规制影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机理中，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

率和要素结构影响可持续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ＥＲ）为自变量①，可持续经济增长（ｓｙ）为因变量，传
统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环境要素相对结构（ｅｆｓ）为中介变量（Ｍ）。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２０］的逐步回归检验法，结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构建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

ｓｙｉｔ＝α１＋ｃＥＲｉｔ＋δ１Ｘｉｔ＋μｉ１＋λｔ１＋εｉｔ１ （８）
Ｍｉｔ＝α２＋ａＥＲｉｔ＋δ２Ｘｉｔ＋μｉ２＋λｔ２＋εｉｔ２ （９）
ｓｙｉｔ＝α３＋ｃ′ＥＲｉｔ＋ｂＭｉｔ＋δ３Ｘｉｔ＋μｉ３＋λｔ３＋εｉｔ３ （１０）

其中，Ｘ表示控制变量，ｉ和ｔ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μ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表示时间固定效用，ε为随
机扰动项。环境规制影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机制如图１所示。

&3 TZ
D�

.

B C

&3 TZD

图１　环境规制影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路径

图１中的ｃ为ＥＲ对ｓｙ的总效应，ａ与ｂ的乘积（即ａｂ）为环境规制经过中介变量Ｍ传输的中介效应，
ｃ′为直接效应。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ｓｙ），本文采用环境效率表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为了使有效决策单元之间可以进行效率高低的比较，借鉴张子龙等（２０１５）［２１］的方法，采用基于投入
导向的超效率ＤＥＡ模型对环境效率进行计算，具体形式为：环境效率评价模型中的决策单元（ＤＭＵ）
为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投入要素分别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环境要素，其中，环境要素包含工业
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排放量；产出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此种计算方式得出的值为相对

环境效率值，环境效率值越高说明有效性越好。另外，为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作用机制

的稳健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取索洛残差法计算环境效率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代理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国内外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较多但并不统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环

境规制指标：第一，是单一指标，环境监管强度，如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行政规章数量（王书斌和徐盈

之，２０１５）［２２］；规制投入，如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等环境治理成本（张彩云和郭艳青，２０１５）［２３］；规制
效果，如污染物排放量或者去除率等。第二，是综合指标，主要是标准化不同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去

除率，进一步赋予权重进行计算（沈坤荣等，２０１７）［２４］。Ｓａｌａｍｏｎ和 Ｌｕｎｄ（１９８９）［２５］认为从环境规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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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的ＥＲ代表后文中的ｅｒ和ｅｒ２。



果出发考察环境规制强度更全面和客观，同时，为了降低规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沈坤荣等

（２０１７）［２４］的方法，利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工业烟（粉）尘去除率构建环境规制指标（ｅｒ）。
首先，计算标准化污染物去除率：

ＤＥｓｉｊ＝
ＵＥｉｊ－ｍｉｎ（ＵＥｊ）

ｍａｘ（ＵＥｊ）－ｍｉｎ（ＵＥｊ）
其中，ＵＥｉｊ代表城市ｉ污染物ｊ的实际去除率，ｍａｘ（ＵＥｊ）和ｍｉｎ（ＵＥｊ）分别代表污染物ｊ去除率在所有城市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ＤＥｓｉｊ代表城市ｉ污染物ｊ的去除率的标准化值（ｉ＝１，２，３……２８５；　ｊ＝１，２）。

其次，计算调整系数Ｗｊ。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污染物排放相对值以及排放强度相对值具有差异，
同时，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干扰①，通过调整系数赋予不同污染物权重：

Ｗｉｊ＝
ｐｉｊ／∑ｉ

ｐｉｊ
ｇｄｐｉ／∑ｉ

ｇｄｐｉ
其中，Ｗｉｊ为城市ｉ单位产值排放的污染物ｊ与全国单位产值排放的污染物ｊ的比值。

最后，计算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ｅｒｉ＝∑
２

ｊ＝１
ＷｉｊＤＥ

ｓ
ｉｊ

中介变量。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代理变量的测算方法保持一致，即采用基
于投入导向的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进行测算，具体形式为：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的决策单元（ＤＭＵ）为
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投入要素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产出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

环境要素结构（ｅｆｓ）指的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相对于环境要素的结构。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环
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且根据环境规制指标构建方式，以及各城市环境规制主要是

依据本地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增强的实际情况，采用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排放

量的总和表征环境要素使用量。劳动要素使用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总

和进行表征。资本要素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Ｋｉｔ＝（１－ｄ）Ｋｉｔ－１＋Ｉｉｔ，其主要涉及基
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折旧率的选择、当期投资指标的选取以及投资平减问题，本文借鉴单豪杰

（２００８）［２６］的方法，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期投资指标的代理变量，将折旧率设定为１０．９６％，同时，
基期资本存量以基期固定资产投资与折旧率和自基期开始５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之和的比
值进行表征，即Ｋ０＝Ｉ０／（ｄ＋ｇ），ｇ为自基期开始５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考虑到劳动和资
本单位不统一，因此，采用取对数的方法对各要素作线性的无量纲化处理，采用劳动要素的对数和资

本要素的对数之和与环境要素的对数的比值表征环境要素相对结构，即为：ｅｆｓｉｔ＝（ｌｎＫｉｔ＋ｌｎＬｉｔ）／ｌｎＥｉｔ。
依据理论分析，环境要素相对结构变动源于劳动环境比（ｅｌ）和资本环境比（ｅｋ）。劳动环境比即为劳
动要素与环境要素的比值，环境资本比即为资本要素与环境要素的比值。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加入以下控制变量：对外开放度（ｆｄｉ），以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
表征；研发投入（ｒｄ），以科学技术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表征；产业结构（ｓｔｒ），借鉴徐敏和姜勇

（２０１５）［２７］的做法，采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表征城市产业结构，计算公式为：ｓｔｒ０ ＝∑ｓｉ·ｉ，其中，ｓｉ表
示ｉ（ｉ＝１，２，３）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以政府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表征；发
展基础（ｌｎｐｇｄｐ），以上一期人均 ＧＤＰ的对数表征；环境规制滞后一期（Ｌ．ｅｒ），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
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考虑到２００３年之前相关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且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将毕节和铜仁升级为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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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依据本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表征方式，提升环境效率可以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利用效率来实现，因此，
环境效率无法明确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第二，污染物排放量的多少不能决定不同城市、不同时间污染物去除率的大小，

因此，环境效率也并不能明确对污染物去除率产生影响。换言之，环境效率对文中环境规制指标并不存在明确的影响

作用。基于此，采用上述综合指标表征环境规制。



市，撤销巢湖市等，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涉及的城市不包含拉萨、巢湖、毕节、铜仁等城市，本文

的样本是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个别城市的缺
失数据采用均值插入法或趋势分析法补充完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

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ｅｒ ２．３２７ ３．４８３ ０．０００ ８４．１１２ ３９９０

ｓｙ ０．６０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７ １．０００ ３９９０

ｔｆｐ ０．４９３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４ １．０００ ３９９０

ｅｆｓ ２．４７１ ０．３４２ １．６０５ １０．３７６ ３９９０

ｅｌ ０．４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２２０ １．７７８ ３９９０

ｅｋ １．９８４ ０．２９３ １．３２５ ８．５９８ ３９９０

ｒｄ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１ １．７９ｅ－０７ ０．４１４ ３９９０

ｇｏｖ ０．１６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９ ２．０８５ ３９９０

ｆｄｉ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６ ３９９０

ｓｔｒ ２．２２３ ０．１４０ １．７４４ ２．７９７ ３９９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０．０６８ ０．８２７ ４．５９５ １３．０５６ ３９９０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的中介效应回归

本文采用“大Ｎ小Ｔ”的短面板数据，借助“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进
行选择。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２，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３。表２中列（１）是
方程（８）的回归结果，其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影响的总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范围内，环
境规制水平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呈现显著的 Ｕ型关系，当环境规制水平小于３８．７３２时，环境规制水
平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３８．７３２时，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将
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表２中列（２）是方程（１０）的回归结果，其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影
响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呈现显著的 Ｕ型直接影响效应。同时，结果
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增长１单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提升０．８７４；环境要素
结构平均每提高１单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提升０．１５５。

表２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考虑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被解释变量ｅｆｓ

（１） （２） （３） （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２９）
－０．００５

（－４．３３）
－０．０１５

（－６．２３）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５３ｅ－５

（４．７４）
５．８０ｅ－５

（３．３４）
１．６５ｅ－４

（４．３０）

ｔｆｐ
０．８７４

（６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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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被解释变量ｅｆｓ

（１） （２） （３） （４）

ｅｆｓ
０．１５５

（２４．９２）

ｒｄ
０．１０３
（０．６５）

－０．３６４

（－３．１３）
０．３９５

（２．６８）
０．８５１

（２．６２）

ｇｏｖ
－０．３３７

（－１５．５３）
－０．１２１

（－８．０７）
－０．２８２

（－１５．４０）
０．１９７

（４．８７）

ｆｄｉ
－０．５２０

（－４．３９）
０．４３８

（５．４５）
－１．０６６

（－１０．６４）
－０．１７５
（－０．７９）

ｓｔｒ
０．０９０

（２．２０）
－０．１１１

（－４．０５）
０．１７５

（５．０５）
０．３１５

（４．１３）

Ｌ．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４０

（１４．２２）
０．０５５

（８．１９）
０．０８１

（９．７２）
０．０９３

（５．０９）

Ｌ．ｅｒ
０．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８３）
－０．００３

（－２．１５）

Ｃ
－０．７６５

（－５．９８）
－０．４５７

（－５．３４）
－０．４８９

（－４．５３）
０．７７６

（３．２５）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２９１ ０．６８５ ０．４７７ ０．４２９

Ｆ统计量 ６９．７６０ ３３６．１７ １５４．７６０ １２７．４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２．５５０ １５１．９８０ ５７．７３０ ２０９．１６０

样本数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表３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基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结论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效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２９）
－０．００５

（－４．３３）
０．８７４

（６３．６５）
－０．００４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８００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５３ｅ－５

（４．７４）
５．８０ｅ－５

（３．３４）
０．８７４

（６３．６５）
５．０７ｅ－５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７７６
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要素替代效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２９）
－０．０１５

（－６．２３）
０．１５５

（２４．９２）
－０．００２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４００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５３ｅ－５

（４．７４）
１．６５ｅ－４

（４．３０）
０．１５５

（２４．９２）
２．５６ｅ－５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３９２
部分中介效应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否”表示未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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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２和表３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或环境要素替
代效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表２中列（３）表明，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 Ｕ型关系，
即仅当环境规制水平达到拐点后才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约束下，当

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生产成本增加，此时成本效应超过创新效

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单靠污染治理投入无法实现

环境规制要求时，企业将转移更多人力、物资进行技术研发以达成更严格的要求，此时创新效应超过

成本效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因此，假设２得证。表２中列（４）表明，环境规制
与环境要素替代存在Ｕ型关系，即仅当环境规制水平达到拐点后才可促进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环境要
素的替代。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约束下，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其对企业使用劳动和资本替代环境

要素的激励不足，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环境要素的相对价格也不断提升，将促使企业在技术允

许的替代范围内使用劳动和资本替代环境要素。因此，假设３得证。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第一，环境
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机制显著。环境规制一次项、二次项通过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３６．３６４％、３５．７０４％，因此，环境规制通过中
介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呈现 Ｕ型。第二，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素替代效应
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机制显著。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通过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

性的间接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分别为１８．１８２％、１８．０２８％，因此，环境规制通过中介变量环境要素替
代结构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呈现Ｕ型。综上，环境规制约束下，一方面，企业生产成本被迫增
加、转移人力和物资等进行技术研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随着环境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追

求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将选择利用资本和劳动要素替代环境要素，进而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至此，假设１得证。
（二）进一步分析：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环境要素替代效应可分解为劳动、资本分别对环境要素的替代。为进一步分析样

本期内，环境规制影响环境要素替代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现实路径，将环境要素替代结构分

解为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进行回归分析，探讨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劳动环境比、资本

环境比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回归结果见表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５。
表４中列（２）显示，资本环境比和劳动环境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资本

环境比系数显著为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环境比每增加１单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提升
０．２８９，即通过资本替代环境要素投入可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劳动环境比系数显著为负，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环境比每降低１单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提升０．４４９，即在全国范围样本期内，
劳动要素对环境要素的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尚未起到促进作用，其可能源于技术选择方面呈现

的“资本偏向”（陈宇峰等，２０１３）［２８］导致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较慢。因此，在劳动、资本要素替代环境
要素的过程中，呈现出资本替代环境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劳动要素替代环境要素不利于经济

增长可持续性的现象。

表４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考虑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ｅｌ 被解释变量ｅｋ

（１） （２） （３） （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６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
－０．０１２

（－６．２６）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７８ｅ－５

（５．０５）
２．９３ｅ－５

（３．４９）
１．３６ｅ－４

（４．３２）

ｔｆｐ
０．８２１

（５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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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ｅｌ 被解释变量ｅｋ

（１） （２） （３） （４）

ｅｌ
－０．４４９

（－９．７７）

ｅｋ
０．２８９

（２４．５０）

ｒｄ
０．１０３
（０．６５）

－０．１２４
（－１．０８）

０．４５０

（６．３５）
０．４０１
（１．５１）

ｇｏｖ
－０．３３７

（－１５．５３）
－０．１３７

（－９．３７）
０．０３４

（３．８５）
０．１６３

（４．９１）

ｆｄｉ
－０．５２０

（－４．３９）
０．３３７

（４．２８）
－０．０９２

（－１．９０）
－０．０８４
（－０．４６）

ｓｔｒ
０．０９０

（２．２０）
－０．０４０
（－１．４６）

０．１４１

（８．４７）
０．１７４

（２．７７）

Ｌ．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４０

（１４．２２）
０．０５５

（８．３９）
０．０１１

（２．７７）
０．０８２

（５．４６）

Ｌ．ｅｒ
０．００１
（１．２３）

３．６７ｅ－４
（０．８８）

－４．７０ｅ－４

（－１．８０）
－０．００２

（－２．１４）

Ｃ
－０．７６５

（－５．９８）
－０．５５１

（－６．５８）
０．０４９
（０．９４）

０．７２７

（３．７１）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２９１ ０．７０１ ０．４３２ ０．４０７

Ｆ统计量 ６９．７６０ ２５４．２８０ １２９．３４０ １８１．５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２．５５０ １１６．４００ ５８．４４０ ２７５．５６０

样本数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表５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持续：基于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结论

劳动环境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６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
－０．４４９

（－９．７７）
０．００１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２００
遮掩效应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７８ｅ－５

（５．０５）
２．９３ｅ－５

（３．４９）
－０．４４９

（－９．７７）
－１．３２ｅ－５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１９５
遮掩效应

资本环境比

ｅｒ
－０．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００５

（－５．６３）
－０．０１２

（－６．２６）
０．２８９

（２４．５０）
－０．００３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６００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１．４２ｅ－４

（６．８９）
６．７８ｅ－５

（５．０５）
１．３６ｅ－４

（４．３２）
０．２８９

（２４．５０）
３．９３ｅ－５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５８０
部分中介效应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否”表示未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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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４和表５可知，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中
介机制显著。表４中列（３）和列（４）表明，环境规制与劳动环境比、资本环境比均存在Ｕ型关系，即仅
当环境规制水平达到拐点时，才可促进劳动、资本分别对环境要素的替代。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样本

期内劳动环境比提升不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提升，劳动环境比发挥了遮掩效应，因此，环境规制水

平低时，环境规制水平倾向于通过劳动环境比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当环境规制提升至一定水平，

环境规制倾向于通过劳动环境比抑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即环境规制通过劳动环境比对经济增长可

持续性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Ｕ型关系；资本环境比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提升，资本环境比发挥
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环境规制通过资本环境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呈现显著的 Ｕ型关系。因
此，假设４得证。

（三）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１．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通过更换变量分析、内生性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对基

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潜在的变量测度问题，针对环境效率测度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部分采用基于索

洛残差法计算的环境效率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代理变量。投入要素分别为劳动、资本和环境要

素，其中，环境要素包含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排放量，产出为地区生产总值，上述指

标均取对数。更换指标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６，关键性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同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经中介效应检验，各中介变量发挥的作用与基准回归模型基本一致，即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

续性的影响表现出Ｕ型，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具有稳健的中介效应，表明本文基准回
归的结论可信度较高。

表６　稳健性检验：替换环境效率变量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被解释变量ｅｆｓ

（１） （２） （３） （４）

ｅｒ
－０．０２９

（－１１．３５）
－０．０１７

（－８．７５）
－０．００５

（－４．３３）
－０．０１５

（－６．２３）

ｅｒ２
３．６６ｅ－４

（８．８３）
２．２２ｅ－４

（７．０９）
５．８０ｅ－５

（３．３４）
１．６５ｅ－４

（４．３０）

ｔｆｐ
１．５１８

（２９．８３）

ｅｆｓ
０．３３９

（１３．４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４５９ ０．６９４ ０．４７７ ０．４２９

Ｆ统计量 １４４．３４０ ３４９．５５０ １５４．７６０ １２７．４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４４．１７０ ３９１．７７０ ５７．７３０ ２０９．１６０

样本数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３７０５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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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内生性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张勋等（２０１８）［２９］

的做法，第一，为确定工具变量与环境规制的关系，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一阶段估计；第二，将表２中的
环境规制变量替换为合意的工具变量，并对相关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观察回归结果中的系数，如果回

归结果与预期相符合，则证明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及影响机制的稳健性。借鉴林季红和刘莹

（２０１３）［３０］、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０１８）［３１］的做法，选择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空气流通系数作为环境规制
的工具变量，理由是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和空气流通系数与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具有相关性，且不被当

期的各经济变量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标准（Ａｎ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方颖和赵扬，２０１１）［３２～３３］。具
体解释为：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前定变量不受本期各变量的影响，且环境规制政策一般基于前期

已有环境规制作出调整；空气流通系数取决于生态气候条件，而空气流通系数低的城市在经济社会活

动造成的污染排放相同时，更倾向于高的环境规制，换言之，空气流通系数除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影响

其他经济变量以外，其与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其他作用机制。本文空气流通系数依据欧洲中期天气

预报中心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数据库提供的边界层高度和１０米高风速数据，计算为风速与边界高度的乘
积，再利用经纬度与地级市坐标进行匹配（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０１８）［３１］，进而依据空气流通系数和环境
规制滞后一期构造工具变量（ｚ）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７，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均呈现 Ｕ型影响，进一
步证实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表７　稳健性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ｓｙ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被解释变量ｅｆｓ

（１） （２） （３） （４）

ｚ
－０．１４６

（－２３．９９）
－０．０１３

（－２．０５）
－０．０８３

（－１６．３１）
－０．４２１

（－４２．４３）

ｚ２
０．００９

（１７．４３）
０．００１

（２．８６）
０．００７

（１５．５３）
０．０１３

（１５．８０）

ｔｆｐ
０．８７２

（５０．８９）

ｅｆｓ
０．１４４

（１６．３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３９５ ０．６７１ ０．５４１ ０．６３３

Ｆ统计量 １０６．７８０ ３０１．６３０ ３５．８７ ２２０．９５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６１．９２０ １７６．６１０ ７４．３４０ ６２２．４００

样本数 ３４０８ ３４０８ ３４０８ ３４０８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最后，为确保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机

制的准确性，本文针对基准回归利用Ｓｏｂｅｌ检验、Ａｒｏｉａｎ检验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检验对中介效应显著性作进
一步分析，检验结果见表８。Ｓｏｂｅｌ检验、Ａｒｏｉａｎ检验和Ｇｏｏｄｍａｎ检验结果均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环境要素替代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且与上述逐步回归检验法得

出的中介效应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要素替代，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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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具有显著性和稳健性。

表８　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指标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Ａｒｏｉａｎ检验 Ｇｏｏｄｍａｎ检验 结论

全要素

生产率

ｅｒ
－０．００５

（－４．６７７）
－０．００５

（－４．６７６）
－０．００５

（－４．６７７）
中介效应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６．５０ｅ－５

（３．６２６）
６．５０ｅ－５

（３．６２６）
６．５０ｅ－５

（３．６２７）
中介效应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要素

结构

ｅｒ
－０．００２

（－６．７４５）
－０．００２

（－６．７３２）
－０．００２

（－６．７５８）
中介效应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２．６６ｅ－５

（４．４４９）
２．６６ｅ－５

（４．４３９）
２．６６ｅ－５

（４．４５９）
中介效应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ｚ值。

２．异质性分析：考虑生态承载力异质性
生态承载力是特定时间、特定生态系统中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对人类社会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一种供容能力，以及其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高吉喜，

１９９９；王家骥等，２０００；熊建新等，２０１３）［３４～３６］。城市生态承载力表明了城市生态系统对人口、经济
规模等生态负载的容纳能力，也表征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能力，是城市实现可持

续发展必须遵从的前置性约束。因此，城市生态承载力是城市的“生态环境”禀赋，是城市持续健

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条件，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

生态承载力相对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对较高。为了识别生态承载力不同的城市，环境

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本文借鉴钟茂初和孙坤鑫（２０１８）［３７］基于“胡焕
庸线”生态承载力涵义视角下得出的生态承载力的测算方法，依据城市生态承载力由大到小依次

重新划分生态承载力高、中、低地区①。回归结果见表９至表１１，从总效应 ｃ和直接效应 ｃ′可知，三
个地区均显示环境规制水平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呈现显著的 Ｕ型关系，但是高、中、低地区总效应
的拐点分别为１４０００、４０９０９、３０４８８，直接效应的拐点分别为１２０００、３６３６４、１８３９５。拐点存在
差异，特别是中地区拐点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高地区虽然有高的经济活动强度，但同时其具备高

的生态承载力；低地区虽具有低的生态承载力，但同时其经济活动强度低；而中地区生态承载力较

低，同时具有相对高的经济活动强度，需要较高的环境规制去规制经济活动才可提升经济增长可持

续性。由上可知，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体现了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异质性。

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的中介效应也体现了生态承载力的异质性。具体分析如下：

考虑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高、中、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分别为 ０６２２、０７４９、０８６６，
即均可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但是系数由高地区向低地区逐渐增加，依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其原因为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由高地区向低地区递减②，因此，通过创新或引进技术以提升技术水

平是提升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关键，特别是生态承载力低地区；样本期内，提升环境规制水平均不

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不利于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考察期内环保政策不利于引导微观企业的技术创新。考虑环境要素替代的中介效

应，高、中、低地区环境要素替代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５９、０２０７、０１６９，即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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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地区由生态承载力值超过９０的城市组成，共１１３个城市；中地区由生态承载力处于３１～８９９的城市组成，
共１４５个城市；低地区由生态承载力值低于３０９的城市组成，共２７个城市。

经计算，样本期内，生态承载力高、中、低地区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分别为０５０５、０４９３、０４３９。



要素的替代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生态承载力高地区，环境规制对环境要素替代的

影响不显著，但存在 Ｕ型趋势，根据中介效应，样本期内，环境规制通过抑制环境要素替代抑制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中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要素替代之间存在显著的 Ｕ型关系，根据中
介效应，样本期内，环境规制通过先抑制后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抑制

后促进的 Ｕ型间接影响作用；低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
生显著的倒 Ｕ型间接影响趋势，但是在样本期内，低地区几乎所有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均位于倒
Ｕ型曲线左侧，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劳动和资本要素对环境要素的替代，进而促进了经
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但需要注意到过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将使得环境要素相对于资本和劳动

要素比例再次提升，此源于过高的环境规制水平下导致的经济规模缩减以及可能带来的劳动和

资本流出，进而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换言之，样本期内，生态承载力较高的区

域，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先抑制后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 Ｕ
型间接影响效应；生态承载力低的地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促进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

续性产生间接促进效应。因此，假设５得证。由上可知，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
要素替代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间接影响具有生态承载力异质性，特别是环境要素替

代路径。

表９　异质性分析———高地区

指标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结论

全要素

生产率

ｅｒ
－０．０２８

（－６．２９）
－０．０２４

（－７．０７）
－０．００５
（－１．０８）

０．６２２

（２９．６１）
－０．００３ 拒绝Ｈ０

ａｂ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０．００１

（５．２１）
０．００１

（５．８５）
１．６２ｅ－４
（０．８７）

０．６２２

（２９．６１）
１．０１ｅ－４ 不能拒绝Ｈ０

ａｂ不显著
效应不显著

环境要素

结构

ｅｒ
－０．０２８

（－６．２９）
－０．０２４

（－７．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５９

（５．９８）
－０．００１ 拒绝Ｈ０

ａｂ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０．００１

（５．２１）
０．００１

（５．８５）
３．７９ｅ－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５９

（５．９８）
２．２４ｅ－５ 不能拒绝Ｈ０

ａｂ不显著
效应不显著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表１０　异质性分析———中地区

指标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结论

全要素

生产率

ｅｒ
－０．００９

（－４．８１）
－０．００４

（－３．６９）
－０．００３
（－１．４２）

０．７４９

（４８．３５）
－０．００２ 拒绝Ｈ０

ａｂ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１．１０ｅ－４

（４．０８）
５．５０ｅ－５

（３．２１）
３．３７ｅ－５
（１．２８）

０．７４９

（４８．３５）
２．５２ｅ－５ 不能拒绝Ｈ０

ａｂ不显著
效应不显著

环境要素

结构

ｅｒ
－０．００９

（－４．８１）
－０．００４

（－３．６９）
－０．０１３

（－４．５６）
０．２０７

（２０．８８）
－０．００３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７５０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１．１０ｅ－４

（４．０８）
５．５０ｅ－５

（３．２１）
１．４３ｅ－４

（３．４８）
０．２０７

（２０．８８）
２．９６ｅ－５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０．５３８
部分中介效应

　　注：表示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否”表示未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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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异质性分析———低地区

指标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结论

全要素

生产率

ｅｒ
－０．０２０

（－４．２１）
－０．０１１

（－３．８０）
－０．０１３

（－２．８５）
０．８６６

（２５．３７）
－０．０１１
都显著

否
ａｂ／ｃ′＝１．０００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３．２８ｅ－４

（２．４１）
２．９９ｅ－４

（３．８３）
１．３５ｅ－４
（１．０４）

０．８６６

（２５．３７）
１．１７ｅ－４ 拒绝Ｈ０

ａｂ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要素

结构

ｅｒ
－０．０２０

（－４．２１）
－０．０１１

（－３．８０）
０．０１０
（１．２０）

０．１６９

（８．６５）
０．００２ 拒绝Ｈ０

ａｂ显著
部分中介效应

ｅｒ２
３．２８ｅ－４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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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环境要素视为生产要素，从理
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层面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进一

步，基于生态承载力划分区域，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作用路径的区域差异性。本文主

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环境要素替代效应两条路径影响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环境要素替代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第二，从城市

总体来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要素替代的影响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 Ｕ型，对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的直接效应、总效应、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产生的间接效应均呈现初期阶段抑

制、后期阶段促进的Ｕ型。第三，将环境要素替代分解为劳动环境比和资本环境比，结果如下：环境规
制通过劳动环境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作用；环境规制通过资本环境比对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作用。第四，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

体现了生态承载力的差异性：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生态承载力越大

其促进作用越小，生态承载力越小其促进作用越大；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素替代效应对经济增长可持

续性的影响表现为：生态承载力高地区，环境规制对环境要素替代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趋势，样本期

内，主要通过降低环境要素替代抑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中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先抑制后促进

环境要素替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间接效应；低地区，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要
素替代效应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但样本期内，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促进环境

要素替代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各地应基于本地生态承载力，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强

度。生态承载力低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防止过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导致经济规

模缩减或劳动和资本的流出，抑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同时，依据生态承载力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最低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促进作用最大的分析结果，应重点鼓励其提升技术水平；

位于生态承载力高地区且环境要素使用在承载范围之内的城市，可适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以通过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生态承载力中地区城市以及环境要素使用量突破承载范围

的高地区城市，应适度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第二，应采取相应政策促进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的积极影响，抑制负面影响。从城市总体来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替代的影响均呈

现先抑制后促进的Ｕ型作用，因此，为达成此目标，需要加快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要素
替代拐点的出现，同时，减缓左端曲线下降、提高右侧曲线的上升趋势，即需要驱动技术创新。一方

面，在达成合理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需调整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组合以倒逼技术创新和要素替

代，另一方面，可采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价格激励等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清洁技

·５１·

　尚秀丽：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机制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术创新，促进环境要素替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要素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采用在各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得到的

污染去除率数据构建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因此，仅能得到样本期间实际施行的环境规制

政策组合规制强度如何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无法得出各具体政策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

影响，进而无法具体提出在何时何地应采用何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以更好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

提升。此为本文的局限性，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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