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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各国政府将环境规制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在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兼顾环境保护,以期得到环境和经济的

协调发展。环境规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是否存在区域上的区别,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环

境规制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的变化能否带来其他变量的连锁反应,却少有相关的探讨和研究。基于上述问题的

研究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水平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愈发明显。同时脉冲响应结

果表明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规制呈现正向冲击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逐渐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和环

境规制之间具有长期的动态关系,且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双赢的局面。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脉冲响应函数;双赢局面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3-0043-10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2017年 度 河 北 省 金 融 创 新 与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中 心 开 放 基 金 项 目“京 津 冀 地 区 绿 色 金 融 与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2017JDKF015);2017-2018年 度 河 北 省 统 计 局 课 题“京 津 冀 地 区 的 环 境 规 制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实 证 分 析”
(2017HY06)。

作者简介:李丽娜(1982—),女,河南安阳人,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公

共财政与政策;

李林汉(1986—),男,河北邯郸人,河北金融学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

  能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兼顾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现阶段

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对资源需求大,对环境破坏大,环境规制的加入必定会导致现有经济模式的改变,增加

企业运营的成本,以至于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置于了对立的局面。但是著名的“波特

假说”却提出了环境规制能够产生创新补偿的效应,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
已有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工业部门[2-4]、技术创新[5]、多重

均衡理论[6-7]、产业结构调整[4]、地域差异[8-10]、财经问题角度[11-12]等。但是在我国如今的经济形势之下,
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是否存在区域上的区别,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环境规制的关

系如何,环境规制的变化能否带来其他变量的连锁反应,却少有相关的探讨和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试图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拓展。首先,抛开人为划分区域的

主观性,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于地域差异进行客观性的划分,从地域性的角度研究省际区域环境规制对于经

济发展的效应;其次,去除静态分析的劣势,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从动态角度进行重新解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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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从时变性角度研究省际区域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以期对于

理解环境规制和地区经济发展得出新的成果,进而提供理论与实务借鉴。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应

Porter认为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渴望不是工业经济的经济负担,相反环境的改善会以更高的标准制约经

济发展的形式,进而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Heidi对美国制造业的环境专利活动和环境监管进行了研

究,以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环境规制能够正向促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发展[13]。Berman等研究了洛

杉矶南海岸的空气污染法规对于减少投资的效应影响,发现随着严格的污染法规的落实导致洛杉矶地区的

炼油厂的生产率大幅上升,否定了那些环境监管成本过高损坏经济发展的论调[14]。Mitsutsugu利用计量方

法对日本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法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15]。于同申、张成首先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具备长期稳定关

系,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从长期来看这种效应更明显[3]。
熊艳首先采用拉开档次法,构建环境强度指数,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说促进经济增长[5]。封福育构建了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其后运用面板

门限回归模型检验显示,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6]。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效应

Klaus等将环境规制成本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料输入有关的非生产性投入,衡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随着时间以及污染效应的密集度而对经济增长有着不确定的影响[4]。张红凤

等人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山东省和全国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认为是不同的度量指标导致的[16]。孔祥利、毛毅建立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对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关系不显著,而在西

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经济增长[8]。张成等人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多种形态,随着区域以及指标的选取的不同,分别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
型和倒“N”型五种不同关系[17]。谢涓等人基于1996-2010年间的数据,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联

立方程模型,发现在全国的层面上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18]。马媛分别运用混合最小二乘估

计、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

证,结果表明两者关系在东部和西部比较明显而在中部地区不显著[9]。张蕴萍通过计量模型检验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的存在,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一致的[10]。原毅军、
刘柳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和投资两类,认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促进经济

增长[19]。李胜兰等人利用我国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环

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11]。
(三)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效应

Gray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率,发现环境规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十年中平均每年降低经

济增长44%,而且是当年文献的最大降低值[20]。Anthony等提出了一种衡量环境规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影响的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于生产率的增长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并且使得生产率下降了10%
-30%[21]。Walley等认为减少对环境有害的或消耗资源的原资料的使用,却同时得到经济回报的想法是极

其不现实的,同时以一个公司为例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说明[22]。Ederington等将环境规制变量作为内生变

量,研究环境规制是否影响各国在国际贸易协定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协定是环境保护的一种重

要方式,并且发现此种环境规制对于美国的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23]。李泳、李金青通过构建非线性投入产

出模型,分别以治理污染额增加、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变更以及提高能源价格为环境规制变量分别分析对经

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三种变量的增加都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治理污染额的增加对于抑制经济发展的程

度是最大的,模型显示呈拟指数的抑制趋势[7]。王文普分别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衡量环境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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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抑制二氧化硫的排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却会抑制经济

增长,最后得出环境规制不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良药[12]。张婷婷将我国按地域分为东部、西部、中部,然后运

用面板模型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24]。
综上文献可以看出,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这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环境的不同需求有着密切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初

级阶段,大多数企业和公司都是低端高耗能模式,环境规制政策还没有跟上,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较弱;当经济增长达到成熟的中后期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稳定,集聚效应和环境保护意识逐步体现,此时环

境规制也会加强直至稳定,相应地对于经济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同时经济增长的

影响因素众多,并且在不断变化,于是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是随着经济增长的不同程度

而呈现出动态演变的形态。但是以往的方法大多是基于线性假设和静态分析,将不同阶段的过程笼统地看

成一个整体,无法得出动态演化的机制。
二 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来源与拓展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和经济学家Dauglas提出了经典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随后衍生出

来许多变形后的生产函数,经典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Y=AKαLβe (1)
其中,Y代表经济发展,A代表技术发展常数,K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e表示随机误差,α,β表示

产出弹性。但是,该模型无法进行假设检验,同时要求各自变量的弹性系数相加为1,使得许多论文的结果

无法成立。为了克服这种问题,1957年,Slow提出了改进的生产函数形式,放宽了上述要求,本文借鉴此模

型进行拓展和变形。第一,在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加入环境规制和城镇化的影响。第二,借鉴Slow
的想法,放宽各自变量的弹性为1的限制。第三,为了使得模型易于估计和检验,对于模型两边同时取对数,
得到以下的双对数模型:

lnEG=lnA+αlnK +βlnL+γlnER+lnCity+lne (2)

  进一步加入门槛变量对式(2)进行拓展,可得

lnEGit=lnA+αlnKit+βlnLit+γ1lnERit(thr>η)+γ2lnERit(thr≤η)+lnCity+lneit (3)
其中,EG表示经济发展的水平,ER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City表示城镇化的水平,thr表示门槛变量,η表

示待估的门槛值,γ1、γ2 为待估的系数,其他变量同上。式(3)是单门槛变量模型,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

出多门槛模型。关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具体原理与求解检验过程,本文不再赘述[25-27]。
(二)数据整理以及来源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需要,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总体,时间

选取为2007-2015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局网站。
(1)环境规制(ER ):环境规制作为度量环境保护的方法,现有文献的度量法众多[5,6,9-12,16,18],从数据可

得性的角度来看,本文借鉴李林汉的做法[28]。
(2)经济增长(EG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项指标,惯用的方法为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GDP),但是由

于各地人员和经济结构的不同,使用本指标会有偏颇,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进行衡量。
(3)物质资本存量(K ):惯用的方法为各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和经济结构的

不同,为了消除这些差异,因此使用各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进行衡

量。
(4)劳动力水平(L):在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指标,人力资本不光是经济活动

的参与 者、决 策 者,更 是 受 益 者。人 力 资 本 以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来 进 行 衡 量,计 算 公 式 如 下: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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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ro+12×hig+16×col
12+12+16

,其中pro、hig、col分别为中等职业学校、高中和专、本科学历人口分别占地

区人口的比例。
(5)城镇化水平(CITY):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该地区总人口数之比衡量。
数据的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由于选取变量的时候本文都是以百分数为准,因此文

中的数字单位都是一致的。下面重点针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两个变量进行说明:第一,除个别省市外,我
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从西向东下降的趋势,西部、中部和东部的经济增长水平均值为15.55%、13.88%和

11.36%,而全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均值为13.57%,因此东部地区全部位于平均值以下,中部地区位于均值以

下的有山西、黑龙江、河南三个地区①。可以看出本组数据所得结果与平时的认识有偏差。这是因为惯用的

方法是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而本文选取的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形式的比例型指标,因此出现了本文我国

的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呈现从西向东下降的趋势。第二,西部、中部和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为3.19%、

2.45%和1.94%,除去个别省市以外,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从西向东下降的趋势,而全国的环境规制

强度均值为2.54%,因此东部地区全部位于均值以下,中部地区位于均值以下的有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

湖南省总共5个省区②。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东部地区频繁出现的极端恶劣天气与地域的气候特

点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环境规制的水平不高有关系。
表1.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数

环境规制(er) 亿元/万人 0.0085 0.0754 0.0231 0.0254 0.0104 270

经济增长(eg) % -0.0151 0.3701 0.1204 0.1357 0.0751 270

物质资本(k) % 0.2528 1.3283 0.6936 0.6937 0.2091 270

劳动力水平(L) % 0.0268 0.0873 0.0444 0.0474 0.0117 270

城镇化水平(City) % 0.2825 0.8961 0.5042 0.5295 0.1366 270

  三 实证分析

(一)面板门槛效应的估计与检验

将各变量分别设置为门槛变量,可得四个面板门槛模型,分别记为模型I、模型II、模型III、模型IV,本
文用软件Stata14进行操作。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而且以各个变量为门槛变量的模型都只存

在一个门槛值,以环境规制和城镇化为门槛变量的模型都存在一个在10%水平下显著的门槛值,分别以物

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为门槛变量的模型都存在一个在1%水平下显著的门槛值。表3给出了各个模型中的

门槛值与95%置信区间。
表2.不同变量门槛检验值

变量 ER单 ER双 K单 K双 L单 L双 City单 City双

F 4.14 7.43 3.11 0.98 3.65 7.55 1.23 1.40

P 0.06* 0.11 0.01*** 0.19 0.00*** 0.26 0.09* 0.28

1%临界值 7.52 16.54 11.94 26.48 27.45 18.62 4.68 8.62

5%临界值 4.59 11.50 7.00 9.72 14.2 9.67 3.55 4.38

10%临界值 2.93 7.98 5.42 2.12 6.56 2.95 3.01 3.29

  注:***、**、*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水平,P值为采用BS方法反复抽样300得到的。

表3给出环境规制的门槛值为-3.581,以平均值计算各省份位于门槛值以上的省份包括宁夏、甘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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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蒙古③,而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从0.181增加到0.281(见表

4),这说明环境规制整体上对于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这种变化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地方政府必须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进行修

复,这一加一减无形中拖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加的程度就必然要增长,减的程度也必然要减少,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提升了起来。

表3.门槛值估计

门槛模型 门槛变量
门槛值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1) lnER -3.581 [-4.359,-3.043]

(2) lnK -0.271 [-1.122,0.098]

(3) lnL -2.930 [-3.767,0.595]

(4) lnCity -0.505 [-1.069,-0.146]

  表3给出物质资本存量的门槛值为-0.271,以平均值计算各省份位于门槛值以上的省份包括贵州、河
北、山西、河南、广西、四川、海南、湖北、湖南、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广东和上海总共18
个省份④,结果显示随着物质资本存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从-0.059增加到0.006
(见表5),这说明在物质资本存量越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从抑制经济增长变为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

初期,我国的物质资本投资主要还是流向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环境规制的出现必然会对这些企业产生抑

制效应,而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物质资本量的大幅度提高,物质资本的流向就会变得多样化,而
环境规制能促进那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会提升。

表4.门槛模型I参数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lnK 0.203*(1.11)

lnL -0.115*(-0.61)

lnCITY -0.334*(-1.37)

lnER(lnER ≤γ1) 0.181*(1.00)

lnER(lnER ≤γ2) 0.281*(-7.74)

C -1.950**(-2.12)

表6.门槛模型III参数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lnK 0.296*(1.58)

lnL 0.110*(0.33)

lnCITY -0.338*(-1.36)

lnER(lnL>γ1) -0.049*(-0.37)

lnER(lnL>γ2) 0.063*(0.46)

C -0.802**(-0.72)

表5.门槛模型II参数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2)

lnK 0.137*(0.71)

lnL 0.099*(0.49)

lnCITY -0.837***(-3.46)

lnER(lnK≤γ1) -0.059*(-0.44)

lnER(lnL≤γ1) 0.006*(0.04)

C -2.628***(-3.40)

表7.门槛模型IV参数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lnK 0.254*(1.30)

lnL -0.160*(-0.84)

lnCITY -0.803***(-2.67)

lnER(lnCITY≤γ1) -0.157*(-1.19)

lnER(lnCITY>γ2) -0.194*(-1.49)

C -3.777***(-5.33)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水平。

表3给出劳动力的门槛值为-2.930,以平均值计算各省份位于门槛值以下的省份包括山西、福建、陕
西、甘肃、新疆、北京、天津和青海总共8个省份⑤,当劳动力水平越过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

弹性系数从-0.049增加到0.063(见表6),这说明在劳动力水平越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从抑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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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向不同导致了这种变化。
表3给出城镇化的门槛值为-0.505,以平均值计算各省份位于门槛值以上的省份包括福建、江苏、浙

江、辽宁、广东、天津、北京和上海总共8个省份⑥,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

弹性系数从-0.157增加到-0.194(见表7),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都是抑制,而且抑制程度是加强的。在

城镇化水平初期,政府比较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环境规制的需求不高;在城

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以后,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总量的追求不减,随之产生的诸多问题严峻且不可回避,
比如城市雾霾问题以及农村大量闲置土地问题,因此在本阶段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提倡城镇化进程适度以

及加速城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
(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项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并考察各因素冲击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本节

建立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和延续模式。PVAR在VAR
模型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面板数据模型的特点,不仅能够避免内生性问题,还能较准确地刻画变量之间的

动态作用,在经济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步骤有:数据平稳性检验、PVAR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和

方差分解,本文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操作。

1.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之前,首先需要查看数据是否平稳,因此本节分别采用最常用的三种面

板数据平稳性检验办法:Leivin-Lin-Chu(或LLC)、IM-Pesaran-Shin(或IM-PS)、ADF-FisherChi
-square(或ADF)对数据进行检验,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在1%的显著水平

下显著,物质资本存量和城镇化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满足后续实证研究对于数据的要求。
表8.单位根检验

变量名 LLC IM-PS ADF 结论

环境规制 -8.4179***(0.0000) -5.6818***(0.0000) 3.7997***(0.0000) 平稳

经济增长 -6.7466***(0.0000) -4.7085***(0.0000) 5.1983***(0.0000) 平稳

物质资本存量 -5.6635***(0.0000) -2.0619**(0.0196) 86.8052**(0.0134) 平稳

劳动力 -9.4554***(0.0000) -3.4671***(0.0003) 117.73***(0.0000) 平稳

城镇化 -6.0451***(0.0000) -1.8682**(0.0309) 82.2492**(0.0299) 平稳

  注:*、**、***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表9.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假设原检验 滞后阶数 F值 P值

ER非EG格兰杰原因 2 1.8833 0.0268

EG非ER格兰杰原因 2 0.7252 0.4885

ER非EG格兰杰原因 3 3.7609 0.0168

EG非ER格兰杰原因 3 0.8361 0.4808

ER非EG格兰杰原因 4 3.6104 0.0142

EG非ER格兰杰原因 4 0.8172 0.5226

ER非EG格兰杰原因 5 3.7124 0.0119

EG非ER格兰杰原因 5 1.5134 0.2214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出现虚假回归,同时也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各个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限
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给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

出,原假设为ER非EG格兰杰原因分别在滞后阶数为2、3、4和5的情况下,P值呈递减状态,且都在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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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著;但是在原假设为EG非

ER格兰杰原因分别在滞后阶数为2、3、4和5的情况下,P值均超过了15%,即经济增长不是环境规制的格

兰杰原因。其他解释变量方面,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都与经济增长在10%的显著水平下互为格兰杰

原因,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

2.PVAR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的变量单位根检验满足模型分析的前提,可以运用PVAR模型进行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估计和检

验。PVAR模型表达式如下:

yit=αi+βt+Ayi,t-1+Byi,t-2+εit (4)

  其中yit= EG,ER,K,L,CITY( ) ,A、B 为待定的系数阵,αi、βt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上的固定效应向

量。 为了估计其中的系数,惯用的方法为首先利用个体上的均值差分和时间上的向前差分去掉固定效应,
避免因为固定效应带来的自相关问题而导致估计系数的偏差,然后,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检验最小滞后

期,最后采用广义矩方法(GMM)估计待定的系数阵。
表10给出了PVAR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2阶滞后为最优滞后阶数,表11给出了滞后阶

数为2阶的PVAR系数估计的结果。
表10.PVAR滞后阶数检验表

滞后阶数 2 3 4

AIC准则 -20.2677 -19.8289 -19.2996

SC准则 -18.4231 -18.4098 -18.1603

表11.PVAR回归结果

ER(t) EG(t) K(t) L(t) City(t)

ER(t-1) 0.1823
(0.0808)[2.2537]

0.3460
(0.4112)[0.8413]

2.2919
(1.5101)[1.5176]

0.3489
(0.0754)[4.6258]

-0.4815
(1.0861)[-0.4433]

ER(t-2) -0.0606
(0.0742)[-0.8174]

-0.9496
(0.3772)[-2.5175]

-3.6675
(1.3852)[-2.6476]

0.1141
(0.0691)[1.6494]

4.7220
(0.9962)[4.7398]

EG(t-1) -0.0168
(0.0145)[-1.1626]

0.3878
(0.0739)[5.2481]

-0.6774
(0.2713)[-2.4964]

-0.0703
(0.0135)[-5.1925]

-0.3550
(0.1951)[-1.8192]

EG(t-2) -0.0094
(0.0153)[-0.6160]

0.3650
(0.0779)[4.6810]

0.1813
(0.2863)[0.6333]

0.0605
(0.0143)[4.2329]

0.2444
(0.2059)[1.1867]

K(t-1) 0.0052
(0.0049)[1.0553]

-0.0193
(0.0251)[-0.7720]

0.6240
(0.0920)[6.7756]

-0.0085
(0.0046)[-1.8492]

-0.0842
(0.0662)[-1.2713]

K(t-2) -0.0057
(0.0049)[-1.1670]

-0.0613
(0.0251)[-2.443]

-0.0480
(0.0921)[-0.5208]

-0.0017
(0.0046)[-0.3874]

0.1338
(0.0663)[2.0185]

L(t-1) 0.3219
(0.0722)[4.4534]

-0.0488
(0.3675)[-0.1328]

0.6193
(1.3495)[0.4589]

0.3919
(0.0674)[5.8142]

1.2297
(0.9706)[1.2668]

L(t-2) 0.7338
(0.0712)[1.0302]

-0.2841
(0.3621)[-0.7846]

-1.1043
(1.3298)[-0.8303]

0.0004
(0.0664)[0.0068]

-1.9305
(0.9564)[-2.0184]

City(t-1)
-0.0238

(0.0074)[-3.2076]
0.0086

(0.0378)[0.2296]
0.5162

(0.1388)[3.7176]
-0.0334

(0.0069)[-4.8249]
0.1508

(0.0998)[1.5103]

City(t-2)
-0.0061

(0.0075)[-0.8107]
-0.0784

(0.0382)[-2.0509]
-0.3610

(0.1404)[-2.5711]
0.0098

(0.0070)[1.4079]
0.3481

(0.1010)[3.4471]

  注:“()”代表标准差,“[]”代表t统计量。

表11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效应还是源于自我主动效应,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都对经济

增长有正向效应,而滞后二期的环境规制、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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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也就说本文中的四个解释变量都可能会引起地方经济水平的收敛,但是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需要更长

的时间。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本部分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继续对P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论证和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所论证的是

当系统中的变量受到外生冲击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各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给环

境规制一个冲击,经济增长在当期就产生了增长,到第5期达到最大值,随后经历下滑,这种正向效应逐渐变

小,在第17期的时候趋于稳定,反映出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会有正向响应且时间较长,这与门槛模型I中

越过门槛值后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环境规制会矫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和因素,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其

达到近似合理的状态,最后达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水平对于经济增长

的冲击表现为负向,但是在第四期以前都是很弱的负向影响,直到了19期的时候,变化趋势趋于稳定,但这

与门槛模型II、III没有越过门槛值的结果是一致的,这样的结果说明可能我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地方劳动

力水平还是有欠缺的,并不能支撑起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城镇化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也表现为负

向,而且在7期的时候达到最大,直至最后平稳,这与门槛模型IV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说明城镇化可能对

于经济增长并无益处,这种结果的出现应该是我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与城镇中的配套结构并不匹配,而且城

镇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城镇化初期确实也无法解决,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买房难等,
虽然城镇化发展的后期会体现集聚效应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模式,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显然还没有达到后期。

为了更加准确的评估包括环境规制在内的各个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和贡献率,我们进一步对经

济增长的变动效应进行方差分解,表12给出了第1、5、10、15、20、25和30期内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可
以发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本身随着预测期的增加贡献率在降低,但是降低的程度呈缩小态势,一直到预测

期的后20期保持平稳状态;而劳动力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和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率却在逐步升高,直至最后在

后20期保持平稳状态;在稳定状态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率还是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占到七成以

上,而物质资本存量次之,占到16.5%,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形式仍然是投资型模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率依次接下来是:环境规制>劳动力水平>城镇化水平,与上节中的脉冲响应图基本保持一致。
表12.ER和EG的方差分解表

变量 时期 ER EG K L CITY

EG 1 0.120 0.879 0.000 0.000 0.000

EG 5 0.082 0.813 0.064 0.016 0.023

EG 10 0.062 0.743 0.138 0.034 0.020

EG 15 0.056 0.721 0.163 0.040 0.018

EG 20 0.053 0.713 0.165 0.040 0.018

EG 25 0.053 0.713 0.165 0.040 0.018

EG 30 0.053 0.713 0.165 0.040 0.018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分析经济发展中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应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

素,分析各影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随后运用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

考察了各影响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动态传导机制,主要的结果如下。
第一,在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模型下,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且越过门槛值以后,正向作用会

变大;在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的单门槛模型下,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

倒U型变化形态;而在以城镇化水平为单门槛模型下,城镇化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且抑制作

用不断增强。
第二,经济增长对于环境规制呈现正向冲击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逐渐趋于稳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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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现负向冲击作用,而且物质资本存量呈现逐渐增强的负向影

响,劳动力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现逐渐平稳的负向影响。
第三,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其次是物质资本

存量,接下来分别是环境规制、劳动力水平和城镇化。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具有长期的动态关系,且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说明我国的环境规制

与经济增长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赢的局面。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首先,在环境规制强

度上,地方政府应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适应全国保护环境的大政策和大趋势,又可

以督促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改善,双管齐下,营造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其次,在环境规

制的形式上,不要只限于政府和企业为主体,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环境规制的实施和监督,同时,在制定

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要只限于静态的一刀切形式,要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性质进行适当的区分,保持环境规

制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效应。

注释:
①②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各省市的年鉴,限于篇幅没有展示,如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④⑤⑥数据是经过stata编程计算得到,限于篇幅没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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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EconomicDevelopment
———BasedontheAnalysisofProvincialPanelData

LILi-na1,LILin-han2
(1.ChinaInstituteofPublicFinanceandPolicy,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

2.ResearchCenterofFinanceInnovationandRiskManagement,HebeiFinanceUniversity,Baoding,Hebei071051,China)

Abstract:Governmentshaveadopted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sameansofprotectingthe
environment,takingintoaccou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contextofeconomicdevelop-
ment,withaviewtoachieving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environmentandeconomy.A-
mongexistedresearch,therearefewonhowthe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China’se-
conomicdevelopmentchanges,whetherthereisaregionaldifference,howthefactorsaffectinge-
conomicdevelopmentarerelatedto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whetherchangesinenviron-
mentalregulationcanbringaboutachainreactionofothervariables.Researchbasedontheabove
problemsshowsthatwiththeincreaseoftheintensity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theim-
provementofthelevel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eeffectofpromotingeconomicgrowthhas
becomemoreapparent.Atthesametime,theimpulseresponseresultsshowthateconomic
growthhasapositiveimpacton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asthenumberofperiodsincrea-
ses,thepositiveeffectgraduallybecomesstable,indicatingthatthereisalong-termdynamicre-
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
canpromoteeconomicgrowth.China’s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economicgrowthcana-
chieveawin-winsituationtoacertainextent.

Keywords:economicgrowth;environmentalregulation;impulseresponsefunction;awin-
win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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