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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

要求我国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思路与方式。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

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支持我国深入完成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事实证明，“三高模式”不仅造成生产

要素效率低下，同时也破坏了我国的绿水青山，严重影响到我国居民的生活健康，据《2018年中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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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运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2005年—2017年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面板Tobit模型与面板门限模型，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

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位

置较低的发展初期，价值链攀升会抑制绿色经济效率；而越过拐点之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能够显著地促进

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键门限变量，制造业价值链

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技术水平变化而发生变化。此种非线性关系在地区上的异质性表现

为：在我国由西向东逐渐形成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抑制—不明确—促进”的关系。因

此需要继续向中西部地区推广节能高效的绿色生产方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同时打破

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之间的隔阂，促进我国整体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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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单位工人增加值对比 （b）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与高科技制成品出口占比

图1 中国制造业基本情况比较

注：制造业单位工人增加值与高科技制成品出口占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候公报》披露，我国在2018年内共发生5次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津京冀地区平均PM2.5浓度为77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为53微米/立方米，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指导值10微米/立方米还有较大

差距。世界银行数据库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耗量约占世界

23%，但是2017年我国全年总产出只达到了世界产出的15%左右，绿色经济效率低下可见一斑。因此

为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完成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是当务之急。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作为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落实节能减排的重要推动力，一

直都被视为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抓手。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从

2005年的0.73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3.591万亿美元，低价格的生产要素以及丰富的自然禀赋都

使得我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比较优势，并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与此同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带来的高投入成本依旧是我国的瓶颈约束，如图1（a）所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制造业单位工人增加

值仅为23621.22美元，是美国的1/5左右；另一方面，如图1（b）所示，我国高科技制成品出口比重与制

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发生了背离现象。尽管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

2005年—2016年间基本呈现小幅上升，但高科技制成品出口占比却保持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制造

业攀升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资本要素，且资本利用效率偏低，阻碍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鉴于此，本

文将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的效率问题，明晰制造业价值链攀

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潜在关系，这将有益于我国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化制造业“优势”为制造

业“胜势”，实现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

一、文献综述

学者们将“绿色经济效率”定义为引入环境污染排放制度的经济效率，是对以往投入产出效率

内涵的一种扩充，其代表有利于环境的产出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弓媛媛，2018）[1]，因此也多被用于

衡量一个地区资源配置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绿色化程度。而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数据包络方法

（DEA）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其是对多投入产出的一种相对效率测度方法，根据模型形式与产出

性质的不同，学者们在进行绿色经济效率测算时也存在差异。其中，传统的包含可变报酬假设的

BCC模型较为常用（钱龙，2018）[2]。此后，为了克服BCC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的径向性与导向性，学

[1]弓媛媛：《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北京〕《城市问题》2018
年第8期。

[2]钱龙：《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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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尝试建立非径向导向性的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张治栋等，

2018）[1]。为了克服传统DEA模型存在的多个决策单元处在效率前沿不可比的情况，超效率的数据包

络方法也被用于测算绿色经济效率（Li等，2013；胡安军等，2018）[2][3]。而Fried等（2002）[4]认为上述单

纯的一阶段DEA方法无法完全分离管理无效率项，其研究表明决策单元无法达到效率前沿面是由三

个因素造成的，包括管理无效率、外部环境影响和随机成分。在测算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学者们

也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

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资本更迭速度越快，同时也能促进新能源领域发展（刘阳等，2019）[5]；产业结构高

级化意味着资源配置向一种更高效率的方式转变，因此也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张治栋等，2018）[6]；技

术进步则有利于推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生产要素使用，从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钱龙，2018）[7]；此外，

环境规制与金融聚集也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

的特征（张英浩等，2018；施本植等，2018）[8][9]。

而对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目前研究主要关注其价值链位置测度与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两个

方面。在价值链测度方面产品复杂度、上游度和增加值是最为重要的思路。Hausmann等（2007）[10]认

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值链地位可以通过产品复杂度来衡量，而邱斌等（2012）[11]应用Hausmann等研

究方法（2007）测算了我国24个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发现全球制造业网络对我国不同行业的价值链地

位有不同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变产业上游度指标，如占丽等（2018）[12]基于上游度指标对

中美两国的产品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并验证了产品品质的重要性。此

外，Koopman等（2014）[13]提出使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价值链地位。对于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目前

的有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可以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石喜爱等，2018）[14]；对外投资也能拉动

[1][6]张治栋、秦淑悦：《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效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为例》，〔北京〕《城市问题》

2018年第7期。

[2]Li H., Fang K., Yang W., Wang D., Hong X.,“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per-SBM Model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2013, 58(05), pp.1018-1031.

[3]胡安军、郭爱君、钟方雷、王祥兵：《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提高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吗?》，〔济南〕《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2018年第9期。

[4]Fried H. O., Lovell C. A. K., Schmidt S. S., Yaisawarng S.,“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2, 17(1), pp.157-174.

[5]刘阳、秦曼：《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

3期。

[7]钱龙：《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8期。

[8]张英浩、陈江龙、程钰：《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

量模型实证分析》，〔武汉〕《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1期。

[9]施本植、许宁、刘明、邓铭：《金融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基于中国249个地级以上城市

的实证分析》，〔北京〕《技术经济》2018年第8期。

[10]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12(1), pp.1-25.
[11]邱斌、叶龙凤、孙少勤：《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

析》，〔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

[12]占丽、戴翔、张为付：《产业上游度、出口品质与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美“悖论”的经验证据及启示》，〔成都〕《财

经科学》2018年第9期。

[13]Koopman R., Wang Z., Wei S. J.,“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Social Science Elec⁃
tronic Publishing, 2014, 104(02), pp.459-494.

[14]石喜爱、李廉水、程中华、刘军：《“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分析》，〔北京〕《科学学研究》2018
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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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戴翔等，2018）[1]；也有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探讨价值链攀升的原因，认为人力

资本积累是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推动力（冯伟等，2018）[2]。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缺乏对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

关系的直接研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质上是一种科研的投入产出过程，其牵涉到效率问题。现有

部分研究注意到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但是缺乏更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直接的探讨，以期准确

把握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造成的潜在影响；其次，现有文献尚未考虑到制造业价值链攀

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特征。产业结构升级与内部生产过程优化往往被认为有利于缓解

环境压力，而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发展初期反而因为研发投入上升有可能造成效率下降（张平等，

2016）[3]。因此本文将构建门限效应模型进行客观的区间分割，克服主观臆测观测值分区的问题，对制

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潜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识别与判断；最后，目前研究对于绿色经

济效率的把握少有将环境影响进行剥离的。本文将延续Fried等（2002）[4]思路，应用三阶段DEA方法，

拓展现有研究的研究范围，将环境影响与随机成分从效率指标中分离出来，以分析各地区真实的绿色

经济生产效率，从而准确把握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生产过程中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本文的核心变量即我国省

际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第四部分设定计量模型，并且对所选变量进行说明；第五部分为实

证结果；第六部分使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特征，识别

关键的门限变量；最后一部分总结归纳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在制造业发展初期，由于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其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加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需要投入大量生产要素进行技术突破，这对

企业运行造成了较大负担，因此在此阶段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

显。此外，企业或地区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同时，由于科技研发投入的增大，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

会选择放弃一部分环保投入（张平等，2016；Blind，2012）[5][6]，环保投入的减少造成生产过程中污染物

排放增加，阻碍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其次，当制造业发展初具规模之后，规模效益开始显现，进一步完成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所需要的

要素投入开始下降。此时一部分企业能够享受到规模报酬带来的投入产出比下降，而另一部分企业

依然为取得价值链攀升而投入大量要素进行研发创新。因此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

响在此发展阶段形成“拐点”。

[1]戴翔、徐柳、张为付：《“走出去”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期。

[2]冯伟、李嘉佳：《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假说与实证分析》，〔济南〕《产业经济评论》2018
年第3期。

[3][5]张平、张鹏鹏、蔡国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第4期。

[4]Fried H. O., Lovell C. A. K., Schmidt S. S., Yaisawarng S.,“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2, 17(1), pp.157-174.

[6]Blind K.，“The Influence of Regulations on Innov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for OECD Countries”，Research Pol⁃

icy, 2012, 41(02), pp.3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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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制造业价值链位置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可能发生变化：第一，制

造业价值链攀升带动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解春燕等，2017）[1]，对于地区产值的拉动作用变大。绿色

经济效率的最终产出目标依然是地区总产值，因此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使得产出

相对提高，从而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第二，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高了市场整体的竞争性，彻底将低技

术含量、低产出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表现为产品复杂度与技术含量提高，

低技术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随之下降，并且低效率的企业也难以找到生存空间，从而上述两类

企业都会在高制造业价值链位置被当地市场淘汰，整体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会得到改善；第三，制造

业在此发展阶段已经具备了充分的规模效益与技术溢出。拥有高效技术的地区可以逐渐减少污染物

排放，以技术资本代替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从而提升当地的绿色经济效率。

综上，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存在对绿色经济效率不同的影响机制，所以本文据

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非线性的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

Porter等（1995）[2]率先提出了“波特假说”，其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将促使企业进行研发活动，而研

发活动带来的产品产值增加能够抵消企业因为环境保护而带来的成本，即研发活动本身具有“成本补

偿”的特性。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企业进行环保活动，将对提高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其挤占了一

部分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张平等，2016；Blind，2012）[3][4]。因此，本文认为技术水平是联结制造业价

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重要桥梁，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的“成本补偿”效应能否弥补企业进

行环保活动的投入产出损失取决于其技术水平，低技术水平下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的收益相对较低，

技术外溢效应尚不显著，并且由于未取得关键性的技术突破，所以花费的投入巨大；而在高技术水平

下，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升较快，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并且由于已经取得关键性的技术

突破，进一步提升价值链位置所需要付出的投入将明显降低。综上，本文认为技术水平是制造业价值

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重要门限变量，忽略技术水平有可能会造成结果偏误，所以本文据此提

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可能随技术水平改变而产生非线性变化

特征。

三、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测度

1. 方法介绍

本文将在此部分对核心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数据包络方法（DEA）已被广泛地用

于测算投入产出效率，单纯的一阶段DEA方法所测算的效率可能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项的影

响，而本文的目标是测算其中的管理无效率，也就是绿色经济无效率程度，所以必须使用三阶段DEA
方法对传统DEA结果进行修正，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剥离开来。具体而言，面板数据

[1]解春艳、丰景春、张可：《互联网技术普及对区域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合肥〕《华东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

[2]Porter M. E., Linde C. V. D.,“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pp.97-118.

[3]张平、张鹏鹏、蔡国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4期。

[4]Blind K.，“The Influence of Regulations on Innov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for OECD Countries”，Research Pol⁃

icy, 2012, 41(02), pp.3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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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阶段DEA方法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阶段，使用传统的BCC模型，测算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第一阶段效率值，这里为保持所

有年份的DEA效率值有统一的效率前沿面，将不同年份同一决策单元（DMU）视为不同的DMU，以此

使得面板数据获得跨年的可比性。传统的BCC模型包含了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是一种符合现实情

况的模型，其可以表示为：

目标函数： Min[θ-ε(eTs-+eTs+ )] （1）
约束条件： ∑i = 1

n λixij + s- = θx0j （2）
∑i = 1

n λi yir - s+ = y0r （3）
∑i = 1

n λi = 1 （4）
其中，n为决策单元的个数，m和h分别是投入和产出变量的个数，xij为投入要素，yir为产出要素，θ

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和 s-分别是剩余变量和松弛变量。

第二阶段则是使用第一阶段获得的投入松弛变量与环境变量构成随机前沿方法（SFA）模型，模

型如下所示：

sik=f n (zk；δi)+vik+uik i=1,2,…m；k=1,2…n （5）
上式中，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m项投入和 p个环境变量。其中 sik表示决策单元 k第 i项投入 xik的

松弛变量，sik=xik-λXi，λXi表示第一阶段投入变量的最优值；zk是第 k个环境变量；δi是环境变量前的参

数估计值，那么 f n(zk；δi)为确定可行的松弛前沿，表示环境变量对松弛变量的影响函数；eik=vik+uik是复合

误差项，uik代表管理无效率，是需要从复合误差项分离出来的那一部分，根据估计的参数，可以求得vik：

Ê( )vik| vik + uik = sik - δi zk - Ê( )uik| vik + uik （6）
为了排除随机误差项带来的影响，对所有的松弛变量需要进行一次调整：

x̄ik = xik + ( )max{ }δiZk - δiZk + ( )max{ }v̂ik - v̂ik （7）
其中，x̄ik 表示决策单元 k第 i项投入修正后的投入值，max{ }δiZk - δiZk 表示将所有的决策单元调

整至相同的外部环境值，max{ }v̂ik - v̂ik 表示将所有的决策单元调整至相同的环境下。使用修正后的投

入变量即可以测算剔除了不可控因素后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

第三阶段是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代替原始的投入变量重复第一阶段的操作，经过以上三个步骤

处理后的相对效率值更加准确，也更能反映其本身管理效率的差异。

2. 数据包络分析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绿色经济效率最终的产出要落实在生产总值上，因此本文将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以2005年

为基期，单位为亿元），而投入变量包括：（1）资本存量。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参与了生产的

各个环节，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Kit=Kit-1(1-δ)+Iit，其中下标 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δ表

示折旧率，I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已使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

减，以2005年为基期，折旧率和基期设定参考张军等（2004）[1]，单位为亿元；（2）劳动力。目前我国工

业制造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使用各省市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私

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之和表示劳动力，单位为万人；（3）能源消耗。将能源消耗纳入绿色经济效率考

虑范围有助于考察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各省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表示能源消耗水平，单位是

万吨标准煤；（4）“三废”排放。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实际上也是我国社会生产过程中损失的机会成本，

[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北京〕《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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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FA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投入松弛变量
C

pgdp
purb
gov
nr

sigma-squared
gamma

资本存量
-412.22***
0.034***

-12259.991***
11567.495***
8845.161***
203190820

0.995

劳动力
154.100***
0.001***

-171.046***
-1671.966***
793.248***
1631807.200

1.000

能源消耗
-1708.554***
-0.014***

3473.009***
-338.417***
514.148***
42114196

0.999

废水
9988.218***
0.168***

-41359.135***
-22678.256***
85905.093***
4295349400

0.992

二氧化硫
-206801.120***

-4.311***
814392.820***
-631900.400***
687360.990***
400581600000

0.974

固体废弃物
-2.846
1.85e-5
3.021

-35.902*
-24.482

124020240
1.00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1]王兵、唐文狮、吴延瑞、张宁：《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吗？》，〔武汉〕《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2]岳书敬、杨阳、许耀：《市场化转型与城市集聚的综合绩效——基于绿色发展效率的视角》，〔成都〕《财经科学》

2015年第12期。

[3]丁从明、马鹏飞、廖舒娅：《资源诅咒及其微观机理的计量检验——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济南〕《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

因此将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投入，纳入到绿色经济效率的考察当中，单位为万吨。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环境因素确定为四类，并将其作为SFA参数

估计过程中使用的环境变量：（1）经济环境因素，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

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到节能减排事业中去，另一方面各地区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其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使用各地区实际人均GDP（元/人）反映一个地

区的经济环境，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平减得到。（2）社会环境因素，考虑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社

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提供了社会背景。人口城镇化反映了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

到城镇的程度，一方面人口集中带来了交易费用的节约，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二产

业就业容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兵等，2014）[1]，所以人口城镇化往往会改变投入产出的效率。使

用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反映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3）制度环境因素，制度环境

主要表现在各地区的政府影响力上。政府影响力强的地区，政府对环境的规制能力更强，但政府影响力

过强会造成市场化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企业主动节能减排的动力（岳书敬等，2015）[2]。使用政府一

般财政预算支出占该地区GDP的比重（%）即政府影响力表示制度环境因素。（4）自然资源禀赋，一个

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资源禀赋充分的地区，投资的质量可

能会下降，并且挤出一部分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造成“资源诅咒”（丁从明等，2018）[3]。使用各地区农

林牧渔业和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示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市（直辖市、自

治区）。上述所选变量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和

个体就业人数、“三废排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乡人口数、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农林牧渔业与

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均来自于 2006年—2018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来自于

2006年—2017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与2018年各省市统计年鉴。

3. 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如上文所述，本文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各个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以经济、社会、制

度和资源禀赋四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分析外部环境变量是否会对松弛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结果

如表1所示：

表1展示了SFA回归的结果。环境变量对资本存量、劳动力等六个投入松弛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分离其中的管理无效率项，所以借助SFA回归结果对投入松弛变量进行修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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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造相同环境变量下的效率前沿，使所有决策单元的绿色经济效率摆脱经营环境和运气成分的影响。

使用调整后的投入变量重

新对中国省际的绿色经济效率

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受篇幅所限，仅展示了绿色经

济效率均值前三名的省市和后

三名的省市。

从表 2及图 2的测算结果

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绿色

经济效率呈现出以下特点：（1）
三大地区 [1]的绿色经济效率都

存在上升趋势，其中中部地区

[1]参考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与海南11个省市划归为

东部地区；将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个省划归为中部地区；将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11个省市划归为西部地区。

表2 部分地区绿色经济效率

注：表2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2017年的《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与2018年各省市统计年鉴。

年份
效率水平

广东
上海
北京
甘肃
宁夏
青海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平均

总效率
0.917
0.664
0.595
0.372
0.152
0.147
0.598
0.472
0.371
0.481

2005
纯技术效率

0.937
0.815
0.981
0.886
0.923
1.000
0.805
0.677
0.785
0.764

规模效率
0.979
0.815
0.607
0.420
0.165
0.147
0.763
0.694
0.496
0.647

总效率
1.000
1.000
1.000
0.441
0.324
0.237
0.951
0.793
0.593
0.777

2017
纯技术效率

1.000
1.000
1.000
0.858
0.952
0.946
0.964
0.871
0.824
0.888

规模效率
1.000
1.000
1.000
0.515
0.340
0.250
0.984
0.908
0.735
0.872

图2 中国2005年与2017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

注：图2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2017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与2018年各省市统计年鉴。

（a）2005年 （b）2017年

上升最快，幅度达到 67.992%；西部地区起点最低，增幅为 59.907%；东部地区增幅为 58.959%；（2）高

绿色经济效率的省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形成了由东向西绿色经济效率递减的态势；（3）中部

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落后主要是纯技术效率的落后，而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落后则是纯技

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双落后。这说明中部地区目前已经具备良好的规模化生产，但是在技术水平上相

对于东部地区还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以获得生产活动中的规模报酬。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潜在非线性影响，本文引入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的二次项，建立面板Tobit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选取Tobit模型的意义在于，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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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绿色经济效率是处于[0,1]之间的归并变量，使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可能会造成参数估计的偏误，

具体模型构建如式（8）所示：

greeneffit = α0 + α1mvcit + α2mvcit
2 + α3 pgdpit + α4 pgdpit

2 +∑
j = 5

7
αjcon tr ol jit + εit （8）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greeneff表示绿色经济效率，mvc表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pgdp表示

人均实际GDP，control代表其它控制变量。

2. 变量说明

（1）制造业价值链攀升（mvc）用以反映国家或者地区的制造业所处的价值链位置。借鉴Haus⁃
mann等（2007）的做法，其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prodyk =∑
i

xik Xi∑
i

( )xik Xi

× pgdpi （9）

mvci =∑k

xik

Xi

× prodyk （10）
下标 i表示地区，k表示制造业分行业；xik表示 i省份 k行业出口额；Xi表示 i地区制造业总出口额；

pgdpi表示 i省市实际人均GDP；prody表示制造业行业出口复杂度,一般认为在高人均产出地区占比较

大的制造业行业拥有更高的出口复杂度；mvc表示制造业地区出口复杂度。权重 ( )xik Xi ∑
i

( )xik Xi

表示 i省份在 k行业出口方面显示性比较优势。数据来自国研网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在统

计制造业出口产值时使用的为HS海关编码，在剔除了活动、植物等非制造业产品后剩余16类制造业

行业产品，按照中国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对制造业商品进行了再划分计算。

（2）其它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示。因此，

鉴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同时纳入模型以刻画两者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以人均实际GDP表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行平减。

经济外向性（trade）：经济体的对外贸易能够带来技术扩散，同时也从供给侧倒逼企业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参与到世界市场竞争，从而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使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
比重反映经济体的经济外向性，进出口总额使用当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换算。

产业结构（ind）：三次产业的要素投入比例与要素流动性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产业结构会对绿色

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倾向，服务业的要素流动

性较强，同时服务业也能促进第一与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技术水平（tech）：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进行生产可以节约生产要素，同时也能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带来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使用各省专利受理量表征各地区的技术水平。

（3）数据来源

上述数据中，制造业出口产品产值来源于国研网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人均GDP、进出口总额、第

三产业占比、各省专利受理量均来自于2006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使用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数据来源于同花顺金融经济数据库。对于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值，本文使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五、实证结果分析

1. 全国性样本研究

为了整体考察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使用面板Tobit模型对全国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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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Hausman检验可知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程

度更佳，所以下文以固定效应模型作为主要解

释依据。从全国范围来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一次项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

的影响确实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两者之间为

“U型”关系，即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

率产生了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符合假设1。在

制造业发展初期，经济体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

劳动要素进行科技创新，一方面科研投入挤出

了部分环境治理投入，导致污染排放增加；另一

方面科研阶段还未有实质性的产品形成，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投入相对增加，产出相对降低的

情况，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而制造业价值链

攀升初具规模后，规模效率开始显现，制造业价

值链攀升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开始下降，两者之

间的关系达到“拐点”位置。在制造业价值链达到较高位置后，规模效益与技术溢出较为充分，制造业

价值链的再攀升所需要的要素成本显著降低，“成本补偿”效应明显，研发投入带来的投入增加被高附

加值产品带来的产出提高所弥补，因此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在此时能够带来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综上，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位置较低时与位置较高时投入与产出的相对变化造成了其对于绿色经济

效率的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

控制变量也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如下：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系数显著

为负，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这说

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产出扩大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经济增长能大幅

改善经济体产出相对不足的情况，从而提高绿色经济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经济增

长反而容易带来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和污染物排放，造成绿色经济效率的损失；其次，产业结构对于

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三产业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较低，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

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增加市场竞争性，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外贸依存度对于绿色

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与新知识伴随着产

品进行扩散，提升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最后，专利受理量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

原因在于我国技术转化率还较低，国内的研发机构多受政府支持，与市场实际需求不相契合，科学技

术转化成为现实产品存在一定滞后期，同时企业在进行专利申请时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使投入水

平相对提高，降低了绿色经济效率。

2. 分地区的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所处发展阶段不一致，考虑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

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地区间也会存在异质性，本文通过分地区回归进行验证，以期为因地制宜地设

计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推进绿色经济效率的路径提供理论指导。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如下表4所示：

为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尝试分别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加入模型，模

表3 全样本参数估计结果

序号
模型形式

mvc

mvc2

pgdp

pgdp2

ind

trade

tech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Hausman

N

（1）
混合回归
-3.507*
(1.908)
0.191**
(0.095)

1.9e-5***
(0.000)

-1.53e-10***
(0.000)

0.362***
(0.102)
0.057*
(0.029)

-2.80e-07**
(0.000)

390

（2）
随机效应
-3.733***
(1.356)

0.190***
(0.068)

6.76e-06***
(0.000)

-6.69e-11**
(0.000)
-0.269*
(0.139)
-0.052
(0.039)

8.59e-08
(0.000)

390

（3）
固定效应
-4.312**
(2.114)
0.223**
(0.103)

1.84e-5***
(0.000)

-1.41e-10***
(0.000)
0.224*
(0.134)

0.099***
(0.030)

-2.85e-07**
(0.000)

是
是

390
19.02[0.0008]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
标准误；[ ]内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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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分地区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样本范围

mvc

mvc2

pgdp

pgdp2

ind

trade

tech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N

（1）
东部地区
0.154**
(0.066)

1.45e-5***
(0.000)

-8.87e-11***
(0.000)
0.072
(0.168)

0.189***
(0.033)

-4.20e-07**
(0.000)

是
是
143

（2）
东部地区
-0.060
(2.890)
0.010
(0.141)

1.44e-5***
(0.000)

-8.82e-11**
(0.000)
0.064
(0.211)

0.190***
(0.036)

-4.23e-07**
(0.000)

是
是
143

（3）
中部地区
-0.004
(0.052)

2.38e-5***
(0.000)

-3.50e-10**
(0.000)
-0.071
(0.236)
0.232
(0.294)

3.56e-08
(0.000)

是
是
104

（4）
中部地区
0.833
(1.101)
-0.041
(0.054)

2.34e-5***
(0.000)

-3.40e-10**
(0.000)
-0.021
(0.246)
0.212
(0.303)

9.07e-08
(0.000)

是
是
104

（5）
西部地区
-0.076***
(0.026)

4.71e-5***
(0.000)

-7.42e-10***
(0.000)
0.208
(0.238)
-0.089
(0.117)

-1.48e-06*
(0.000)

是
是
143

（6）
西部地区
0.422
(1.183)
-0.024
(0.057)

4.71e-5***
(0.000)

-7.40e-10***
(0.000)
0.227
(0.240)
-0.082
(0.116)

-1.44e-06*
(0.000)

是
是
143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

型（1）、（3）、（5）只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一次项，而模型（2）、（4）、（6）则同时包含了一次项和二

次项。具体而言，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不显著，而

在不含二次项的模型（1）中，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系数为0.154，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

市制造业已经处于较高的价值链位置，进入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上升通道

当中。其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再提高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投入较少，而带来的附加值收益较大，因此在

东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无论是在

模型（3）还是模型（4）中，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均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部地区正

处于制造业转型突破的关键时期，既有一部分省市已经享受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带来的绿色经济效

率的提升，也有一部分省市还受制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所付出的大量生产要素成本，正处于制造业价

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非线性影响的“拐点”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显著性较弱，但模型（5）中的线性关系成立，说

明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反而降低了绿色经济效率。这说明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处于制造业

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价值链位置偏低，规模效应不显著，技术溢出不足，其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需

要依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挤出了环保投资，反而阻碍了当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总体而

言，我国由西向东逐步形成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抑制—不明确—促进”的关系，

这在背后反映出三大地区因为制造业发展阶段不同，为取得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而付出的要素成本的

不一致。

为了确定分地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 10%、25%、

50%、75%以及90%的分位数进行回归，结

果如表5所示：

由表 5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制造业价

值链攀升的二次项在 25%、50%与 75%分

位数回归中较为显著。而在低分位数

表5 分位数回归结果

模型
分位数
mvc

mvc2

控制变量
N
R2

（1）
Quant10
4.288
(3.380)
-0.186
(0.165)

有
390
0.631

（2）
Quant25
-1.800
(3.682)
0.104*
(0.175)

有
390
0.591

（3）
Quant50

-5.644***
(1.787)

0.285***
(0.090)

有
390
0.581

（4）
Quant75
-5.683
(3.546)
0.287*
(0.177)

有
390
0.558

（5）
Quant90
-5.686
(5.415)
0.298
(0.273)

有
390
0.481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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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列出了门限值的估计结果。以制造业价值链攀升（mvc）本身作为门限变量时，双重门限是显

著的，因此建立双重门限模型较为合适。而以专利受理量（tech1）作为门限变量时，其三重门限的

Bootstrap LM值是显著的，但第三个门限值逼近第一个门限，且置信区间大于第一、二重门限，说明第

三个门限值的残差平方和并不能满足最小条件（邱士雷等，2018）[1]，所以本文舍弃三重门限，使用双重

门限模型进行估计。以R&D人员数（tech2）作为门限变量时，其双重门限Bootstrap LM值在5%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但是三重门限的Bootstrap LM值小于临界值，因此接受只存在双重门限的原假设，建立

双重门限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最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越过第一重门限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

说明制造业发展达到较高价值链位置之后才能带来产值的增加和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假设1再次

表7 门限估计值

门限变量
估计结果

第一个门限值
第二个门限值
第三个门限值

门限估计值
10.537
10.914
10.872

95%置信区间
[10.456,10.546]
[10.902,10.916]
[9.743,10.886]

门限估计值
2379.000
56235.000
5117.000

95%置信区间
[1985,1.2e+04]
[4732,6.7e+04]
[4578,1.7e+05 ]

门限估计值
100946
128028
48348

95%置信区间
[7408,2.6e+05]
[7408,2.6e+05]
[7408,8.0e+04]

mvc tech1 tech2

表6 门限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不同显著性水平临界值门限
变量

mvc

tech1

tech2

假设检验
单重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单重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单重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Bootstrap
LM 值

20.568**
9.769***
0.871

16.903***
15.176**
11.851**
4.226**
2.744**
1.772

1%
22.008
4.948
17.837
11.276
13.435
17.687
9.062
4.722
7.198

5%
12.465
3.407
8.488
7.602
8.689
8.653
3.955
2.606
4.720

10%
9.851
2.446
6.082
6.043
5.934
5.453
2.757
1.525
3.25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
标准误；[ ]内为p值。R&D研究人员数来自2006—2008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2009—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10%与高分位数90%的回归中，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二次项均不显著，表明在此位置，制造业价值链

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关系不显著。与上文的结论相仿，在较低的制造业价值链位置和

较高的制造业价值链位置上，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更为显著。高制造业价值链位置处在两者“U型”

曲线的拐点右边，而低制造业价值链位置处在两者“U型”曲线的拐点左边。

六、进一步的分析：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门限效应识别

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技术水平是联结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纽带，即技术水平是

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非线性关系的重要门限变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技术水平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刻画这种非线性效应，本文

引入面板门限模型，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mvc）与技术水平（tech）作为门限变量，以双重门限为例，构

建模型如下：

greeneff=ci+β1mvc·I(tech<=γ1)+β2mvc·I(γ1<tech<=γ2)+β3mvc·I(tech>λ2)+βnControlit+εit （11）
上式中，I(·)是示性函数，即括号内的条件为

真则赋值为 1，括号内的条件为假则赋值为 0；ci
是常数项；Control 为控制变量；γi 为门限值；

greeneff表示绿色经济效率；而mvc则与上文一

致，表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本文先对是否存在门限值进行假设检验，为

了确定门限模型的稳健性，尝试使用不同的指标

表示技术水平，分别使用专利受理量（tech1）与

R&D研究人员数（tech2）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指

标。对门限效应显著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1]邱士雷、王子龙、刘帅、董会忠：《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济南〕《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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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门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门限变量

mvc_1(mvc<=10.537)
mvc_2(10.537<mvc<=10.914)

mvc_3(mvc>10.914)
mvc_1（tech1<=2379）

mvc_2(2379<tech1<=56235)
mvc_3(tech1>56235)

mvc_1(tech2<=100946)
mvc_2(100946<tech2<=128028)

mvc_3(tech2>=128028)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

N

(1)
mvc

-0.011**
(0.005)
0.111
(0.124)

0.005***
(0.002)

有
是
是
390

(2)
tech1

-0.015***
(0.002)
-0.015
(0.095)
0.004*
(0.002)

有
是
是
390

(3)
tech2

-0.003*
(0.002)
0.046**
(0.018)
0.005**
(0.002)

有
是
是
39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

图3 各省市2005年与2017年技术水平门限越过情况

得到应证，产生此种效应可能的原因在

于技术水平。在未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或者足够的技术积累之前，制造业价值

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不

显著或者为负向的。在越过技术门限

之后，技术扩散与规模效应显著，污染

物排放大幅下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所

带来的产品产值提升能够弥补研发投

入，从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模型（2）
对此观点进行了验证。具体而言，当专

利受理量越过第二个门限值56235（件）

之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

效率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价值链攀升

在没有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前，研

发与创新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抑制了绿

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当专利受理量

突破第二个门限值即 56235（件）之后，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此时由于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成熟，技

术外溢与规模效益开始显现，制造业价值链再攀升所需要的研发投入被其带来的产品产值增加而弥

补，从而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3）与模型（2）参数估计结果一致，其第

一个门限值为100946（人），当R&D人员数越过100946（人）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

的影响才呈现出正向关系。

各省市2005年与2017年技术水平门限越过情况如图3所示，如上文所述，只有在越过了两个技

术门限之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才会显示为正向。本文据此将30个省市进行

划分，两个技术门限都越过的省市处于促进区内，而两个技术门限都没有越过的处于抑制区内。可以

105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带来了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吗？

2019/4 江苏社会科学· ·

发现2005年处于促进区内的只有广东，广东作为我国“南大门”，自古以来就以对外贸易闻名，这也造

成广东在2005年就已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得良好的技术水平积累，进入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高绿色

经济效率的上升通道当中。而截至 2017年底，已有北京、天津等 15个省市处于促进区，说明我国

2005年至2017年各省市技术水平进步巨大，但同时也还有山西等11个省市处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制造业发展初级阶段，其大多聚集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七、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绿色发展的视角，测算了中国省际的绿色经济效率，并且构建面板Tobit模型与面板

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1）我国已经形

成了“东—中—西”绿色经济效率递减的大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落

后，导致其生产同样的产值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和污染排放较多，绿色经济效率较低。而东部地区技术

水平相对成熟，并且较大的经济规模也使其获得了规模经济报酬，绿色经济效率较高；（2）制造业价值

链攀升总体上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制造业价值链位置较低时，科技创新所

需要的大量生产要素投入使得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而随着制造业价值链位置越

过拐点，其带来的产值回报相对较大，规模效益与技术外溢也促使研发成本的大幅下降，最终制造业

价值链攀升显著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3）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总体上存在非

线性性，在三大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西部地区由于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相对较低，正处于制造业发展

初期，其科研的投入无法由产出弥补，导致西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向影

响。而东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位置较高，从而能够享受规模报酬与高产品附加值带来的绿色经济效

率的提升；（4）技术水平是决定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能否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变量。在技术水

平没有越过门限值之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在技术水平越过门限值

之后，制造业价值链再攀升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

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推广绿色高效节能的生产模式。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呈现出“东—中—西”绿色经济效率

递减的态势，因此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建立适当的节能环保补贴机制，以有效促使中

西部地区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最终形成由西向东的高水平绿色经济效率的趋同，从

而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

二、对西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进行补贴，推动其技术积累与技术突破。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由

于技术水平较低，为了取得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反而阻碍了当

地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通过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措施大

力推进西部地区“产学研融合”，鼓励技术创新与技术积累，帮助西部地区加速越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拐点，促进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三、提高技术转化率，破除技术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的隔阂。研究表明，技术水平在制造业价值

链攀升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充当重要门限变量。而技术水平的积累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创新效率，另

一方面也取决于技术转化率，只有技术真正落实为商品，才能够进一步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

是目前我国整体技术转化率还较低，研发机构多受政府支持，与商品市场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因此

需要建立完整的技术市场与商品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责任编辑：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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