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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支持策略研究：
相关文献综述 

1.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1.1.1 资源环境稀缺性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学者就认为资源的稀缺性会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进步，

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建立的基础都是资源的稀缺性。资

源的稀缺性来源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分

为经济上和物质上。假如资源可以充分满足全部人类后续长期的所有需求，那

么这种无限量的资源就不具备稀缺性，然而在实际经济生产与人类活动过程中，

获取资源的多少往往受制于技术水平和所付出的成本，这也就是所谓的资源的

经济稀缺。当资源稀缺，且短缺到不再能够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时，则被称为

物质稀缺。能源是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煤炭、石油和页岩气等在内的

化石能源，是最为经济、安全、易开采的，并且属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

它兼具经济稀缺性和物质稀缺性。化石能源是能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伴随着

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化石能源，其需求量增长

迅速，这个过程中能源的经济稀缺性愈发凸显，部分国家、地区和企业已经对

于化石能源不断上扬的价格苦不堪言。化石能源的不断上涨有多重因素，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化石能源开采技术研发的高投入和开采活动的高成本。

诸多因素使得化石能源产能提升的速度赶不上用户端需求。而能源的物质稀缺

性主要体现在目前可开采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化石能源，必须经历数万年的

复杂地质过程才可形成，不合理的规划和低效的开发利用，将会迎来化石能源

最终枯竭耗尽的一刻。 

环境也属于资源范畴，环境为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支撑，而且为

人类经济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诸多资源。离开环境，人类的衣食住行都将难以为

继，所以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必要资源。周天勇（2001）认为人

类经济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是环境，是最为必要的资源，而资源反过来又接纳

了其产生的污染物，而这些污染物在经过各种化学反应的催化后会发生分解。

如果污染物本身的排放超过了环境自身净化能力和承载能力极限的时候将会造

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而这一后果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环境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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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是有限度的，在一定时期和物理空间中，环境仅仅能满足一部分人类的部

分经济生产与生活需要，而全部人类的所有生产与生活需求是无法全部同时满

足的，因此环境也具备稀缺性。尤其是在遭到破坏后，环境资源的再生周期会

十分漫长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构性

稀缺也是环境资源的一大特性，正如木桶水容量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是木桶组成

部分中最短的一块木板，即所谓“短板效应”，同样的，人类进行经济生产和

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各种要素的组合，各种要素就是木桶的木板，每一种要素都

缺一不可，即使大多数环境资源都很丰富，只要短缺发生于其中一种或个别几

种环境资源，也必然会导致人类无法维持正常的经济生产、生活等活动。 

1.1.2 帕累托最优理论

基于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参与

者都是理性且利己的，是完全的理性利己主义者，同时参与者所有行为选择也

都是趋于理性的，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和其理性的选择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

市场经济，而市场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建立了一套

无形中自我调节的独特机制，保障了市场活动中每个经济个体的良好、稳健运

行。市场中的企业、个人都被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所支配、驱使着根据

市场各种机制和规律开展经济生产和活动。在理性人假设得基础上，形成了市

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必然都属于理性人，所以生产者将

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生产和销售活动，而消费者则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

在市场中进行采购活动。市场经济会通过价格、竞争等机制调节，引导需求和

供给之间的资源分配向最优方向流动。而在实际的市场中，因会受到信息不对

成、非理性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都不会按照理想化的假设

进行，是不完善的，并不能在资源分配和资源流动方面做到最优化状态。 

针对这一现象，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一状态，也被

学术界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最优指的就是一种完美的资源分配制度，给定

有限的资源和一群个体，在从一种资源分配方案转到领一种资源分配方案时，

在没有让人情况受损的情况下，实现了至少一个人的情况变好，这一种转化过

程被称为帕累托改进。而帕累托最优就是不断通过帕累托改进，直至没有改进

的空间的资源分配状态。显然，在现实经济生产和活动中帕累托最优是不存在

的，但却可以通过提升效率来达到无限趋近帕累托最优。鉴于经济活动不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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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两方相关，还会间接影响到其他个体的福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

济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的福利水平都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便会一同下降。 

1.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是对传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谋取经济增长的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理论的创新和改良，国际社会面临着诸多困

境，包括化石能源的危机、水土的流失、两极冰川融解导致的全球升温、大量

原始森林的人为破坏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反思。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CED）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标志着国际社会

在未来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达成共识。1980 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是可

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这一理论最早出现的纲领性文件，

Brown（1981）进一步厘清了这一概念，并且认为控制人口的增长、保护自然

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功能、以及开发可再生的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 1987 年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了明确定义，委员会同时

指出资源环境的不合理利用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如果继续按照当下的发展模式，地球上的资源将无法满足人类需求，为了保证

当下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长久发展，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刻不容缓。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将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

与注重经济发展被摆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从广义上看，可持续发展不仅是

一种理念更是发展战略，如果人类社会遵循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和资源保

障方面加大重视和投入，将能够实现稳定地、健康地、富裕地发展。具体来看，

资源、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等各方的可持续发展是广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

战略。建立一个完备的能源循环体系能够进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等资源的开发

利用工作，加强能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从而充分利用好农、林、牧、副、渔

等重要的生物资源，达到较高的可持续利用性。先污染后治理和污染后不治理

的局面，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是亟需被突破的治理难点，颁布环境保护法

规，促进绿色发展的专业能力提升，达到保护环境、提升质量的目的。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经济增长不仅是

持续稳定的增长，其质量也会不断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林海（2004）

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够维持社会公平，促进长期的稳定，保持人民安居乐业和国

富民强。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整体以及资源、环境、经济以及社会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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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与内涵可见，发展是其核心，持续性和公平度也是强调的重要内容，辩

证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前进的

目标方向，更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难点痛点的主要方法。公平是可持续

发展战略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一方面，在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和平的发展是每

一个国家的权利，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拥

有这一权利。除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应公平平等，当下社会、经济发

展的牺牲品不应当是后代的利益。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所涵盖的内容颇为丰富，经济、社会和环境是其主

要三个方面，其核心是经济发展，在公平、和谐、稳定的环境下共同促进经济

发展、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是由资源和环

境相关内容演变而来，但是又不仅仅是资源和环境的简单融合，而是在将两方

课题内容整合的基础上，融入了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维度的各项内容，建立

了一个科学、综合的发展理论和战略体系。环境库兹涅兹理论认为，经济的增

长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惟有经济发展突破拐点后，才能逐步降低对坏境

带来的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增

长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不能削足适履的为了保护环境而摒弃发

展，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当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类才

能得以生存并保持进步，人力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助推下得到发展，进而具备保

护和保障环境生态的能力。需要关注的是，不能简单的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

略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解为“GDP 增长”。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提出人类社会需要做出改变，传统高能耗-低效率的

粗放增长模式应该向新型绿色的、环保节能的绿色生产模式转变，鼓励绿色技

术进步，提倡绿色发展模式。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注重

经济增长，忽视了节能、环保。简单地追求数字上的经济增长是牺牲了子孙后

代的利益，获得了当代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总体福利的提升，虽然当代人民

生活富裕了，但却是不公平和不稳定的。国内专家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朱启

贵（2008）提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始终着重于公平、和谐和稳定，是一种

协同发展模式，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等多方面综合、整体和协调

的发展。与前文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起源一样，是在确保资源和环境被有效

保护的前提下，以资源和环境的容纳极值上线为基础，以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共存为目标，以发展消耗低于资源和环境承载警戒线之下为要求，高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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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产活动。聚焦到资源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要求是

应确保其开发利用速度不高于其再生循环速度，并尽可能寻找可再生能源来置

换稀缺资源的使用，从而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再从资源开发利用的维

度来看，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的限制，尤其是绿

色发展水平不高、能量消耗高、生产力低的特定产业，相较于其他行业会受到

更多的限制。但积极的一面是，对于这些行业产业的限制将有助于进一步刺激

该产业提速绿色技术发展，提升资源利用率，对于高限制产业，将促进其向可

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提高绿色发展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对于已实现转型的

绿色产业，对其环保技术和绿色发展化水平较高的情况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

境，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质量。 

1.1.4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特征，上世纪初，马歇尔和庇古提出了外部

性这一理论，也被称作外部效应，是指个别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主体的福利

水平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并且经济主体均不接受这种积

极影响所提供的收益或着消极影响造成的损失成本。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

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外部效应会造成市场机制的失效，从而可

能增加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指的

是社会中一个个体的行为对另一个个体带来收益，即外部经济；负外部性指的

是社会中一个个体的行为对另一个个体带来损害，即外部非经济。根据外部性

理论，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差异是由外部性造成，解决外部性的对策

即是解决这种不一致的策略：当外部性问题存在时，私人边际净产总是与社会

边际净产值存在不一致，因此完全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不

现实的，采取政府征税或提供补贴的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环境污染

是外部效应的典型表现，环境污染易导致搭便车行为，即个体支付环境使用成

本意愿不高，从而造成边际效应为零，并且个体对于边际社会成本的增长不关

心。综上所述，环境保护需要依靠政府进行干预。 

前文提到环境在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的同时也接受了

由此产生的污染物，污染物的排放突破极限将造成环境污染破坏。在环境容量

有限的情况下，自然环境不但向人类提供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禀赋，也需要接

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依据市场经济理性人这一基本假设，经济个体为

了提升产能、降低生产成本，必定会无底限的利用自然资源。这样的行为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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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这一后果必然需要整个社会承受，并不会

计入该经济个体的考虑范畴。处理外部性的基本途径是将外部性转化到其内部

决策因素，通过一定的外部规制将社会个体的外部性行为带来的收益或者损害

转化到其收益或成本中，使得技术的外部性变为资金的内部性，以实现虚拟的

货币转让。 

1.1.5 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绿色金融制度与政策制定的工具和依据，现代产权理论也是解

决外部性问题、弥补市场失灵行之有效的途径。按照现代产权理论的表述，清

楚明晰的产权界定和行之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条件，

即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产权制度安排合理，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

政府可创建排污权便是此方面的有益探索。假设法律规定对经济主体向生态环

境排污的权利加以保护，那么经济主体即可向政府购买这种排放权利，并可买

卖该权利，这就是进行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就是依据现代产权理论所构建

的环保杈益归属，该理论对“外部性”所关注的环保产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因

此衍生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林权交易、水权交易和矿业权交易等，均在发达国

家取得良好效果。 

在产权理论中，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个概念，分别指代具有消费或

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并且，公共产品也被分为好与

坏两种。好的公共产品是能够供他人享用的，坏的公共产品会给所有人带来难

以避免的损害。基于经济学视角，自然环境实质上也是公共产品的一种，也具

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故所有企业和个人均可平等的免费利用环境，理论上

不会发生相互排斥。但是，正是因为环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种一般公

共产品的属性，继而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污染物排放，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除此之外，清晰的产权分配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市场机制之所以无法

调节环境问题，是由于环境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质，从而引发了“搭便车”

现象，也就是使用者基于利益的考量，倾向于零使用环境资源，长此以往，便

会引发“公地的悲剧”，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认为破坏便会形成恶心循环，使

得社会公众环保积极性受挫，带来环境资源破坏的不可逆发展。周林海（2004）

曾指出，面对环境问题，市场机制调节并不是万能的，政府的干预是必要手段，

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或经济手段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且在绝大

部分情况下，政府干预的效果要好于市场机制调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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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工业的无序扩张使得环境问题

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到绿色发展概念，

其观点认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延续，强调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

调发展。1962 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环保的关注。1972 年

召开的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大范围展开环境治理的开端。1992 年召开

的环境与发展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引入环境因素。而

后的多年间，又有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新理念的相继

推出，不断推动着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根据以上不同理念发

展历程可以看出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之前有关环境和经济共存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在绿色发展的内涵定义方面，关成华和韩晶（2018）认为绿色发展是指将

资源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发展的根本

动力，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获得经济增长，关注社会福祉，实现可持

续增长的发展模式。谷树忠等（2016）和高红贵（2015）指出绿色发展理念的

提出标志着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关系产生反思。谷树忠等（2016）

认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开始将视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一种可持

续的、与自然环境更为协调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绿色发展是对可持续发展的

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刘思华（2001）认为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可持续发展概念中

延伸出的更为强调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理念。高红贵（2015）认为绿

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以绿色经济驱动绿色发展，是以生态文明为本质导向的新

型经济发展观。绿色经济既是绿色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

黄茂兴和叶琪（2017）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中已然蕴含着人与自

然，社会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思想，其中包含的环境保护、生态伦理和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我国更好开展绿色发展的传统文化根基。绿色发展理念中凝

结着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探索过程中的智慧结晶

和实践总结。 

在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研究方面，Solow（1956）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

础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仅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增长变量。在其

基础上，Lucas Jr（1988）、Romer（1986）认为技术并不能简单视为外生变量，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应当视为内生变量，这样才能更好的刻画经济的

持续增长，从而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Brock and Taylor（2010）在古典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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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型中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提出了“绿色索洛模型”。Hallegatte et al.（2012）

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因素，将产生的环境污染转换为内在的生产要素，

在将短期的经济目标和长期的环境目标结合起来讨论。Stokey（1998）建立了

一个关于人均收入和环境质量的理论模型，并且使用该模型去解释了长期的经

济增长，并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和资本回报率并不冲突。 

在绿色发展的度量指标研究方面。效率是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在投

入-产出模型中，可以有效度量市场个体或者社会对于投入要素的使用效果。因

此环境效率可以用来评价个体利用资源的能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固然重要，

但是不能因此忽视自然环境的因素，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和对环境的无底线破

坏会损害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因此，近些年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中，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考虑环境和资源因素。王兵等（2010）将 SBM 与 Luenberger 指

标结合，测算了我国各省 1998-2007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得出了区域

分布特点。Zhou et al.（2016）构造了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模型计算了我

国地级以上城市的节能减排效率，并将其命名为节能减排全要素生产率。王维

国和范丹（2012）使用三阶段 DEA 模型测算了我国各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

分解变量。李玲（2012）使用 SBM 模型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构造了全

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在该模型中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将其命名为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王兵和黄人杰（2014）使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 Luenberger 指

数相结合构建了2000-2010年间我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

且通过分解得出主要推动力来自纯技术效率。 

在绿色发展理论模型的建立中，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的讨论是一条重要分支，该曲线从上个世界 90 年代起就

成为了描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重要理论。Grossman and Krueger（1991）研

究发现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有着倒“U”型的关系，后来 Panayotou（1993）

将其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描述了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

程度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伴随着人均

收入水平的进一步上升，环境污染程度反而会迈过拐点，迎来下降。按照其观

点认为环境污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环境质量终将会得到改善。该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

研究和讨论，也各自得出不同结论。各种观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认为在国家发展中，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间确实存在符合环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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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涅茨曲线中描述的倒“U”型关系。Selden and Song（1994）认为，环境污染之

所以会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出现拐点开始下降，是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日益升高，直到该需求大于破坏环境带来的收

入增加值，社会就会有意愿自发的保护环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之所

以可以得到改善是由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经济增长跨过拐点后，随着生产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带来的资源利用率可以降低污染物的产生。Lopez et al.（2007）

认为产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原因是结构效应，结构变化使得开放经济与自然

资源可持续性增长。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是由国际贸易带来的，污染物转移和外商

投资会使得污染水平的到控制。Lim（1997）选取了一些污染物指标对韩国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验证，验证结论符合倒“U”型的关系，该文章将出现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拐点归因于当时韩国的环境规制愈加严格。Shafik and 

Bandyopadhyay（1992）针对一系列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行研究，分析这些国家

的环境质量在不同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模式及政策下的变化轨迹，以得到环境

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确实会对环境质量产生重要

影响，且当人均收入水平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时，部分环境指标确有改善，从而

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Boubellouta B.（2020）使用欧洲国家 2000 年

以后的电子废弃物数据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发现经济增长和电子废弃物

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曲线。 

国内的大量研究也得到了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刘荣茂等（2006）

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 GDP 拟合出符合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的关系方程。李瑞娥和张海军（2008）利用我国 1981 年-2004 年间的数

据，验证了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存在性，并发现我国出现拐点的收入水平低

于发达国家。宋马林和王舒鸿（2011）使用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了在我国各省份

的变化路径，得到了各省份到达经济发展拐点的时间差异，并对处于曲线前段

经济欠发达地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国内的大部分研究结论都支持库兹涅茨曲

线在我国的存在性，而且部分经济发展领先省份已经买过了变化拐点，环境质

量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但仍有大量省份处于曲线中的“爬坡”阶段。 

第二类观点则是质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存在性。首先，部分学者认

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仅仅是由实证结果拟合出的曲线，缺乏理论基础，使用不

同的地区和不同统计口径数据会得到差异化结论。其次，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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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大量使用跨国数据，这样就会出现曲线的三个部分来自三个经济结构差

异较大的国家集合，这样将分部曲线拼接成完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

准确刻画完整的变化过程。最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污染物排放指标的选择

也具有片面性，只有选择部分污染物指标才能得到符合曲线刻画的关系。因此，

基于基于曲线得到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间的倒“U”型关系，缺乏全面性。Stern 

al et.（1995）基于参数估计的角度，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于世界人均收入

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基于此得到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会

得到改善的结论并不准确。Azomahou et al.（2005）研究了 100多个国家 1960 到

1996 年间的数据，发现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具有稳定的结构性特征，

但是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rdogans et al.（2020）通过对经合组织国家

研究发现，使用第一代估计方法可以得到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但是

使用更具稳健性的第二代估计方法却得不到相类似的结论，此外，针对贸易开

放可以控制污染物排放这一观点，该研究中也并未找到二者间的明显关系。关

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的质疑则认为该模型对于拐点出现时间刻画过于模

糊，若不同国家拐点出现时间不同，则可能出现某国在尚未迎来拐点时环境已

然到达承受极限，这样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现实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有不少国内学者提出了质疑。朱平辉等（2010）

对其中污染物排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污染物和人均 GDP 间的关系除了呈

现倒“U”型，还有部分污染物呈现出倒“N”型关系。张欣等（2020）的研究也得

出了相类似的结论，不同污染物和人均 GDP 间的关系曲线呈现出不同的形状。

王芳等（2020）则是对外部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实证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

规制法规可以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产生影响。洪大用（2012）则认为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研究指标选取上过于简单，除此之外东西方之间在生态保护

取向上有差异，在针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研究中需要考虑到西方理论的

适用性。 

1.3 环境政策研究

在针对环境政策和技术进步这一主题时，大多文献都是围绕波特假说展开

论证。波特假说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对环境政策循规成本的讨论，新古典经

济学对环境政策的态度倾向于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迫使企业

调整最优生产策略，正如 Gray and Shadbegian（2003）、Greenstone et al.（2012）

和 Gray and Shadbegian（2003）研究发现，污染物排放法规降低了企业的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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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Porter and Linde（1995）通过动态视角研究发现，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通

过提高资源生产力，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抵消了企业的循规成本，最终可以提

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后来的学者将这一结论命名为波特假说。可以发现

波特假说的传导途径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促进技术进步和通过技术进步提高

了企业竞争力，依据这两个阶段的结论，又有学者将其分为弱波特假说和强波

特假说。 

对于弱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检验，有学者发现

环境规制仅仅提高的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没有提升技术产出。例如蒋为（2015）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Popp（2006）

对美、日、德三国数据研究发现，收紧的环境制度标准提升了更多的国内专利。

Calel and Dechezleprêtre（2016）研究发现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提升了受监管公

司低碳专利数量。齐绍洲，林屾和崔静波（2018）研究发现污染物排放权交易

试点明显提升了所限制行业的环保绿色创新申请数量。Cui et al.（2018）研究发

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银行段的环境和财务指标也有提振作用。韩超和桑瑞聪

（201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企业产品转换行为，并且提高产品质量，

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保和产品提质的双重目的。徐佳和崔静波（2020）研究发

现低碳城市试点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也有大量学者针对强波特假说进行了研究，但是基于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

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不一而足。韩超等（2017）研究发现污染排放约束性政策

可以提升污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Albrizio et al.（2017）针对经合组织国家研究

发现，环境政策的严格程度和该国工业生产率水平正相关。但是也有学者给出

不同结论，涂正革和谌仁俊（2015）研究发现基于 SO2 排放为污染视角，并未

观察到强波特效应，认为潜在的原因是低效率的市场机制无妨实现排污权交易

的最优运行。针对环境政策和生产率水平间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不是简单的线

性关系，例如张成等（2011）针对我国工业部门研究发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提高间存在“U”型关系；韩超和胡浩然（2015）研究

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学习效应呈现“J”型关系，在经过拐点

后，学习效应会大于挤出效应，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余东华和崔岩（2019）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从而认为存在一个环境

规制的最优区间。 

关于环保试点城市这一环境规制领域，也有部分学者进行研究。盛丹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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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峰（2019）针对环保两控区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发现，两控区内的企业相比

非两控区企业呈现出对生产力水平的阻碍作用和对低效率企业的淘汰作用，二

者之间阻碍作用呈主导作用。Cheng et al.（2019）对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研

究发现，试点城市的绿色 TFP 得到明显促进，实现了长期稳固的绿色增长和经

济转型。宋弘等（2019）研究发现低碳城市政策不但降低了城市空气污染，而

且促进了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双赢”目的。丁丁等（2015）构建了低碳

城市指标体系，并提供了相应的低碳发展路线图。Wang et al.（2015）使用案例

分析法，对镇江这一试点城市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试点城市可以获得绿色技术

先发优势。 

1.4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

1.4.1 常规创新研究

熊彼特在 20 世纪初期首先提出“创新理论”，把创新的观念融入到经济增长

模型中，论证了以企业家为主体、市场需求为驱动，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发

展的经济发展历程。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和定义创新能力。例如，从技

术与非技术的角度，将其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陈劲和郑刚，2016）。从创新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公

司的创新能力分为模仿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可以细分为

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许庆瑞和张军，

2017）。基于创新连续性视角，将企业创新能力划分为延续性创新能力和非延

续性创新能力（Figueiredo，2010）。此外，动态能力、学习能力、双元能力等

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的兴起，同样为学者们深入创新能力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比如，整合动态能力观点，强调企业创新能力形成的动态性和应变性（江诗松

等，2011）；整合学习能力观点，强调企业创新能力形成的持续性和累积性

（罗顺均等，2015）；整合双元能力观点，强调企业创新能力的利用，探索二

元内在属性（董小英等，2015）。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针对如何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进行了深入讨论许庆瑞和张军（2017），使得现有理论体系获得进一步

的丰富和完善。 

制度创新指的是管理者在存在一定外部约束下使用特定的步骤和方法进行

规则创新的过程（贾康和苏京春，2016）。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正在经历着

一场波澜壮阔的体制变迁中，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机遇和风险交叠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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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2018），这也在不断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新要求。这段时期也为

学者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与案例。例如，中国高铁产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

在企业能力与外部制度间形成的齐头并进的共演关系，在企业研发创新中，适

配的外部制度和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吕铁和贺俊，2019）。制度环境的

优势在国内光伏企业的发展中也得到体现，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激励企业

进行研发创新（Zhang and White，2016）；江诗松等（2011）以吉利汽车为例

系统阐述了制度供给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性，研究认为，企业创新成功的

原因不仅仅在于自身调整，更有赖于外部制度提供的可靠保障与支撑，企业的

成功源自企业和制度环境的共演。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制度差异以

及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崛起，促进学者们进一步探究制度供给对于企

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新的热点和讨论（柳卸林等，2018）。因

此，深入制度供给问题研究，对于揭示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成功同样有着重要意

义。 

针对企业创新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Rajan and Zingales（1996）研究发现良

好的股票表现可以有助于创新性公司缓解融资约束； Lev and Sougiannis（1996）

发现 R&D 投入和获得专利数量可以带动该股票收益率提升。周铭山等（2017）

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可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增加投资者股票超额收益率，但是

同样也会增加管理层减持可能性；Kim and Zhang（2016）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在

披露信息强度要求不高的公司反而会推高企业崩盘风险； Cohen et al.（2013）

发现高研发投入且高专利产出的公司，会给公司带来较好的股票长期回报率。

Hirshleifer et al.（2013）等发现企业研发效率可以给未来收益率带来正向影响。

张学勇和张叶青（2016）发现创新能力高的 IPO 公司会在长期超额回报率表现

更佳。 

1.4.2 绿色创新研究

在绿色创新定义方面，绿色创新是指具有环境效益的技术进步有关，可以

采取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形式（Oltra and Saint 

Jean，2009）。Rennings（2000）研究了绿色创新的概念问题，并强调需要发展

理论和方法论方法来理解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关于如何衡量绿色创新。Klewitz 

and Hansen（2014）回顾了有关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文献，并将其创新分为三

类：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García-Granero et al.（2018）根据包含

104 篇文章的文献综述，找到了 30 个生态创新绩效指标。他们发现最重要的指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organisation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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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流程创新有关，其次是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研发是创新投入的典型衡量

指标，尽管它无法获得产出信息（Tumelero et al.，2019）。专利是另一种较为

主流的创新水平衡量指标。用专利数量来指代企业创新产出具有独特优势。由

于专利申请是通过一致而严格的程序进行审查的，因此专利数据可以很好地反

映出创新的进展（Cai and Tylecote，2008） 。Johnstone et al.（2010）等使用常

规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创新行为，蒋伏心等（2013）等使用研发投入来度量创新

水平；贾军和张伟（2014）按照 OECD 公布的《技术领域与 IPC 分类号对照表》

单独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展开研究，这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范畴，为后续的研究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参考 Zhang, Rong and Ji（2019）、齐绍洲，林屾和崔静波

（2018）的做法，现在关于绿色创新指标选取国内通常都是参考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的分类标准。但是专利质量是不同的，有证据

证明补贴是中国最近专利申请激增的根源，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专利数量可

能高估了发明的质量（Dang and Motohashi，2015；Li，2012）。因此，当一家

公司提交更多专利申请时，其实际发明有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恶化。事实证明，

后续专利的更多引用表明该基础发明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Hall et al.，2005），

正向引用数是专利质量的可靠代表（Gambardella et al.，2008；Reitzig，2004）。 

在影响绿色创新的因素方面，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环境制度是被研究最

多的三个因素，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是以上三个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Chiou et 

al.，2011；Oltra and Saint Jean，2009）。 

在企业特征层面，Li et al.（2017）发现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绿色产品创新

越高。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发现企业的环境治理费用投入越高，其

绿色创新成果即绿色专利数量就越多。张旭和王宇（2017）发现研发投入对绿

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随时间推进促进效果不断增强，而环境

规制短期内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研发投入效果更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会逐

渐减弱。另一方面，高管特点如环保意识、受教育程度、性别、就业背景等对

企业绿色创新也可能产生影响彭雪蓉和魏江（2015）、田丹和于奇（2017）、

徐建中等（2017）。另外，雷善玉等（2014）、王锋正和陈方圆（2018）研究

发现公司治理、技术能力等均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在环境规制层面，Berrone et al.（2013）、Li, Zheng, Cao, Chen, Ren and 

Huang（2017）、曾义等（2016）发现政府环境规制确实能促进企业进行绿色

技术创新，制度压力促进企业增加绿色创新相关研发投入，推动企业开展绿色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1344919300254#bib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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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探究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

新的激励效果，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倒逼”的影响机制

是通过外部竞争和内部激励来发挥作用，与之相对应的环保补助却对绿色创新

起到了“挤出”效应，企业会通过“漂绿”行为来迎合政府获得补贴。齐绍洲，林

屾和崔静波（2018）、齐绍洲等（2018）分析了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对绿色创新

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试点区域的绿色创新行为确实相较于非

试点区域发生了明显提升。 Lin et al.（2014）发现政治资本在企业绿色创新中

起到反作用，因为具有政治资本的公司在具备信贷优势的条件下缺乏进行绿色

创新的动力。政府环境规制之外，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何凌云等（2018）研究了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绿色

信贷水平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

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并且这一过程存在时滞效应。 

在环境规制方面研究主要围绕验证波特效应展开。Porter and Linde（1995）

研究发现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创新行为通过提高生产

力水平带动企业盈利能力的上涨，在带来正向环境外部性的同时，还可以部分

抵消了企业为了环境保护所增加的成本。验证波特效应首先要检验环境规制是

否可以诱发绿色创新。环境规制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对经济活动具

有限制性的一切法律、政策、措施及其实施过程（谭娟和陈晓春，2011）。环

境规制可以根据规制方法和途径分为命令型、激励型和自愿型三种规制类型。

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指通过政府部门制定，以公权力强制要求排污者履行环保职

责的法律法规。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通过市场激励机制，通过自主调节引导企

业的环保行为，对企业排污行为所引发的业绩受损用一定的弥补机制进行补偿。 

自愿型环境规制是指由行业自治协会或者其他市场主体发起的环境保护协议，

企业有权选择是否参加。（马富萍等，2011；赵玉民等，2009）。 

在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上， Hernandez-Sancho et al.（2000）使用产品生产

过程中受制于排放法规的几类废物排放总量来作为环境规制指标；Domazlicky 

and Weber（2004）以污染物品的限定排放率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 

Jaffe and Palmer（1997）使用企业环境法律合规支出，即排污费用来作为衡量环

境监管的指标；Hamamoto（2006）以污染控制支出来衡量环境规制指标，发现

环境监管可以促进研发投资的增长；Lanjouw and Mody（1996）以宏观视角，

从降低污染支出在 GDP 中份额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发现环境专利创新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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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污减排支出的变化而变动；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使用污染支出减

少和污染物排放法规执行情况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发现绿色创新更容易在国

际竞争中有优势的行业发生；Popp（2006）使用了废气排放标准来研究空气污

染控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Johnstoneet et al.（2010）使用不同环境政策，例如

可交易能源证书和环保补贴研究了 25 个地区不同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涂正

革和谌仁俊（2015）使用 SO2 排污权交易试点这一环境政策来验证波特效应是

否存在。Chen et al.（2018）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制度压力可以激发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Long et al.（2017）发现，相对于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创

新对于改善环境绩效更为有效。Chen et al.（2017）、Yuan and Xiang（2018）

还强调了绿色增长的重要性，并将创新与绿色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制造企业中。

Saunila et al.（2018）将可持续性与绿色创新投资和开发联系起来，发现绿色创

新是由追求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所驱动。Cai and Li（2018）发现内部

资源和外部压力都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这进一步加强了基于市场的机制

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作用。 

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部分研究学者研究发现外国技术转移可以显著提

高企业技术水平，对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绿色创新有着积极影响（Chang and 

Robin，2006；Horbach et al.，2012）。De Marchi（2012）研究发现相较于一般

创新公司，绿色创新公司会更加重视与外部机构的合作。Lin et al.（2014）研究

发现政治资本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绿色创新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在激

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行为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不同的作用。Amore and 

Bennedsen（2016）研究了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

水平和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呈正向相关性，治理较差的公司绿色创新水平也较低。

Wakeford et al.（2017）研究发现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成本和信

息成本过高，而激烈的外部竞争则是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驱动力。Li et al.

（2017）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水平会对绿色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还有部分学者

发现知识资本会影响到企业绿色创新行为（Hayton，2002；Worthington and 

Patton，2005）。 

在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方面，Chen, Cheng and Dai（2017）发现企业的绿色

创新有利于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并且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论证

了绿色创新的正向和反向因素。Hart（1995）提出绿色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竞争

力，影响途径为通过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来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增加的经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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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财务和人力资源。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企业的竞争能力也会促进企业绿色创

新行为，而且外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也会产生影响（Acemoglu，2010；Bar，

2015；Horbach，2008）。Gladwin et al.（1995）认为企业绿色转型有助于开发

新型商业模式、获取新市场和实现长期盈利。Peattie（2001）研究了营销驱动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Reis（2001）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降低绿色创

新成本方式来促进其经济增长。Zhang, Rong and Ji（2019）以中国制造业上市

公司为例，发现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可以带来更好的盈利性；Sharma and 

Vredenburg（1998）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会通过环境因素提升公司声誉，从而有

利于公司绩效。龙小宁和万威（2017）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利润率，

但是并不是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实现的。 

在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关注方面，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发现长期机构

投资者会比较青睐环境效益好的公司。周铭山，张倩倩和杨丹（2017）研究发

现公司采取创新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吸引投资者关注，而非波特效应中提出的绩

效提升机制。Wei et al.（2019）发现上市公司的环境披露信息可以吸引机构投

资者关注。Jiang et al.（2018）使用 264 家中国公司的样本表明，绿色创业导向

在绿色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Lee and Min（2015）发现绿色创新对

日本公司绩效有积极影响。Huang and Li（2017）发现绿色创新可以提高绩效。

Fernando et al.（2019）人提出生态创新可以改善服务创新并带来更好的业务绩

效。与之相反，Palmer et al.（1995）发现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会带来效率低下

和生产率损失等负面效果。Ben Arfi et al.（2018）对法国中小型企业（SME）的

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绿色创新有关的知识产权转移风险可能会降低企

业绩效。Stucki（2019）发现只有 19%的公司在绿色投资方面表现更好，而其余

81%的公司中的绿色投资对收益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是负面影响企业，只有在

获利的情况下企业才会对绿色技术进行投资。目前关于绿色创新对企业产生何

种影响结论并不一致，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样本选择会导致相反的结论。 

1.4.3 绿色创新及其效率测算

目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主要是从非参估计入手，相较于随机前沿分析

（SFA），数据包络分析（DEA）尤为适合处理多投入多产出模型。Chung et al.

（1997）提出一种全新的方向距离函数，可以将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一起纳

入效率分析模型，这为包含污染物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测算提供了研究工具。

罗良文和梁圣蓉（2016）、钱丽等（2018）将污染物产出视做非合意产出，使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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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数据包络模型（DEA）对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东部区

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普遍高于西部地区。 

在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分析方面，Szajt（2017）基于 β 收敛和时空模型考

察了经合组织国家创新水平的演变趋势，发现这些国家出现了趋同。白俊红等

（2008）、樊华和周德群（2012）研究了了中国各省创新效率的收敛性，发现

在全国范围存在条件收敛。李小胜和朱建平（2013）、潘雄锋和刘凤朝（2010）

对中国各地区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收敛性进行分析，发现各区域工业企业技术

效率趋于收敛。马大来等（2017）基于空间计量视角分析了中国区域创新效率

的收敛性，发现我国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不同学者基于对绿色创新内涵的不同理解，使用不同方法来测量绿色创新，

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单纯使用绿色创新成果专利作为衡量指标。孙亚

梅等（2007）使用环境技术专利数量代表创新水平，以此来度量我国区域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贾军和张伟（2014）使用专利申请量来表示企业创新水

平，研究了我国各区域绿色与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路径的影响。第

二类学者则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解法等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指标体

系进行构建，以此展开分析。王志平（2010）、王郁蓉（2012）分别石油主成

分分析和因子分解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分析。范群

林等（2011）使用 Q 型聚类法，提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区域环境技术创新水

平进行分析。三是从基于投入和产出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对

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Guan and Chen（2010）、Nasierowski and Arcelus

（2003）使用两阶段 DEA 对我国高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白俊红，江可申和

李婧（2008）使用 DEA方 法测算我国各省创新效率，并对其收敛性进行分析。

姚西龙等（2015）使用 DEA-RAM 模型，使用综合考虑绿色和非绿色创新效率

的绩效评价模型，并对装备制造业的绿色绩效进行测算。冯志军和陈伟（2013）

运用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得到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情况。曹霞和于娟（2015）使用 SFA 的进阶模型，实证

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钱丽等（2015）使用基于共同前沿理

论的两阶段 DEA 模型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相关联

的阶段，测算了各省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布特点。 

关于技术进步的收敛性，国内外的学者已有大量研究。Bernard and Jones

（1996）通过研究 14 个 OECD 国家 1970-1987 年的生产率数据，发现制造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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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并未表现出收敛性，而服务业生产率却呈现出收敛性。Kumar and Russell

（2002）通过研究生产劳动跨国分布表现，发现技术变革非中性，出现增长和

两极分化的原因是资本深化。彭国华（2005）根据1982-2002年各省市数据，分

析得出该时期内全国范围的 TFP 出现了条件收敛，且收敛模式和其他国家相类

似。Sadik（2008）通过对进口机器成本研究发现，接受了外国新技术转移的工

业国家的技术进步是收敛的，但是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出现了明显的俱

乐部收敛特征。吴军（2009）利用 Malmquist-Luenberger 模型对我国 1998-2007

年间各省市的工业 TFP 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得到各区域发布特点，并发现

技术进步是各区域工业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刘兴凯和张诚（2010）使用非参

Malmquist 模型对我国 1978-2007 年各省市服务业 TFP 进行测算，发现我国服务

业 TFP 在不断提高，且要素推动是该 TFP 的主要增长动力，全国范围内呈现出

长期收敛趋势。Cieślik and Wciślik（2020）的研究表明，在欧盟 15 国内部不存

在明显的创新收敛趋势，但是中东欧 8 国是存在技术收敛的。孙红军和王胜光

（2020）基于对 2011-2017 年我国高新区 TFP 数据的分析发现，TFP 是各区域

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并对各区域的不同收敛模式进行逐个分析。孙亚男和

杨名彦（2020）利用三阶段 SP-DEA 动态分析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的绿色 TFP 增

长进行测算，发现近年各省市均出现正增长，并对各区域呈现的收敛特征进行

具体分析。 

1.5 绿色金融研究

1.5.1 金融改革中的绿色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可以为经济结构提供合理资金配置，是经济

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金融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对经济发展所需的各

类禀赋资源提供有效调度。2015 年，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大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至今日，伴随着结构性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金融领域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逐渐被提上日程，成为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和着力点。 

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共生关系已经有大批学者对其进行研究。Bagehot

（1873）在书中指出，平稳运行的金融系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至关

重要。自此，相关学者开始研究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间的共生关系。但是，对

于不同金融服务是否都可以对经济运行发挥积极影响这一结论各类学者莫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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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例如，Arestis et al.（2001）研究了五个发达经济体时间序列数据，发现相

较于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夸大。梁琪和滕建州（2005）

利用国内数据，也发现想类似的结论。Berger et al.（2005）研究发现，不同规

模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各个时期会发挥不同作用，该研究针对 1993 年美国数据发

现，针对中小型金融机构补贴更能对经济运行发挥作用。Beck（2012）金融系

统确实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是经济运行风险

的重要来源。Cecchetti and Kharroubi（2015）认为繁荣的金融市场，会造成资

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长此以往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隐患。Benigno et al.（2020）

使用墨西哥历史数据发现，周期性金融危机会抑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产生

不良影响。与之相对应的，Beck and Levine（2004）通过构建 DSGE模型发现，

股票市场和银行部门都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Jerzmanowski and Nabar

（2007）研究发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是过去 20 年间该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Chava et al.（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会对实体经济产

生积极影响。李健和卫平（2015）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可以显著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较好的刻画了金融深化的内在机理，该理论始于上个世

纪末。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启发，大量学者开始研究在技术进步中金融系统

发挥的作用。Bencivenga and Smith（1991）在具备多种资产的内生增长模型中

引入金融中介，发现金融中介可以引导储蓄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变，故而对经济

增长产生促进作用。Obstfeld（1994）金融体系的健全可以促进风险投资，例如

高新科技等收益周期较长的投资。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研究发现，在

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出现回避高风险的投资倾向，而金融中介的产生有助于分

散特殊风险，实现金融的稳定增长。Aghion et al.（200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国家技术水平最终会收敛到同一增长率，因为金融体系完善国家里

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有效手段获取资金，从而做出合理的投资安排，这一效应无

疑会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Pastor and Veronesi（2009）通过对金融市场中的资

产回报、股票价格泡沫等因素和公司盈利能力相关性的研究发现，高效的金融

市场有助于企业的管理，通过对资金的使用来筛选出优质企业，从而鼓励具有

核心技术的企业在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Martinsson（2010）通过对欧洲和美

国的高科技公司发展轨迹的分析，发现研发融资时金融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纽

带，完善的市场金融体系可以为研发密集型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渠道，从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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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好的发展。Hsu et al.（2014）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发达可以使得依赖外

部融资的高科技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水平，其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际经济

可以发挥实际影响。Amess et al.（2016）研究发现私募股权的杠杆收购可以促

进专利申请的上升，具体是通过缓解其受到的财务约束机制来实现的。Khan et 

al.（2018）研究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从中国的金融发展中收益良多，而且资

本市场比银行体系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Pham（2019）通过对经合组织国

家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可再生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Ahmed and 

Jahanzeb（2021）针对巴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该国能源依赖

和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的中介机制是绿色技术的提高。 

在绿色金融改革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认为绿色融

资和引导资金进入环保产业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Schumacher et al.

（2020）研究发现日本的可持续金融有效支持了经济低碳和可持续转型。Zhang 

et al.（2019）研究发现当政府开始为环保产业提供绿色金融政策扶持时，制造

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会显著的促进社会绿色经济增长，并且提升企业业绩。

Huang et al.（2019）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且当其超过阈值后可以实现改善环境的目标。方建国和林凡力（2019）研究发

现区域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的均衡性发展。 

1.5.2 绿色金融产品相关研究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 是指支持环境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活动。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碳金

融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清洁建筑

等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马骏，2016）。 

总体上，绿色金融是为解决环保产业和项目融资问题所进行的金融创新，

本质上是基于环境约束的信贷配给，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内化企业污

染治理成本，引导资金实现向环保产业流动，这样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和收益率

都会降低，以此为支点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绿色化进程（王凤荣和王康仕，

2018）、（王康仕，2019）。连莉莉（2015）对比环保企业和高污染企业在融

资可得性上的区别，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有效约束了高污染企业的投资行为，推

动了产业绿色发展。王康仕，孙旭然和王凤荣（2019）基于企业投资角度，对

绿色金融发展效果进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对企业投资产生

形象，一是资金供给促进投资的直接效应，二是缓解资金错配的间接效应。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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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7）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可以有效抑制高污染企业的融投资行为。林

德简等（2018）在绿色金融体系中，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会比以银行

体系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渠道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绿色债券在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影响尚无统一结论。（蒋非凡和范龙振，2020；杨希雅

和石宝峰，2020）。Gilbert and Zhou（2017）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和绿色保险可

以引导个人投资者进入环保产业。Li and Hu（2014）研究发现，绿色保险可以

有效促进企业环境风险管理。Li et al.（2018）从理论上证实了绿色信贷能够促

进清洁生产，de Haas 和 Popov（2019）、Flammer（2020）基于全球证据分别提

供了绿色债券发行、股票市场发达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证据，王遥等

（2019）借助 DSGE 模型证实了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 

可以发现相关学术研究较多的绿色金融产品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和碳金融，下面就针对这些绿色产品的细分研究脉络进行进一步梳理。 

（1）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也是规模最大的绿色

金融产品，信贷资金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应对环境污染和

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时，以绿色信贷为代表的绿色金融体系可以有效补齐单

一行政手段的短板。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在 2003 年被提出，

基于赤道原则的诞生绿色信贷从此开始被大范围推广，以此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来应对环境挑战（Dong et al.，2020）。绿色信贷被认为可以通过激励成业承担

社会责任，有效促进经济绿色发展（Harvey，1995）。 

针对绿色信贷在中国的效果，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手段得到不同的研究

结论。企业政府合谋、绿色信贷政策推行不力、配套政策不健全等原因制约着

中国绿色新新贷发展（Zhang et al.，2011）。信贷资源向污染企业的倾斜会破

坏原有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以此应当重视金融

企业的环境责任（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王遥等（2019）通过构建 DSGE

模型研究了绿色信贷的政策效果，发现绿色信贷规模受绿色政策效果影响明显，

可以优化经济结构。但是，也有学者发现对同一类项目支持过度倾斜，将会引

发产能过剩、增加经济运行风险。绿色信贷会对其他项目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刘婧宇等（2015）基于 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认为绿色信贷政策在中短

期内会有显著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绿色信贷政策收效甚微。 

绿色信贷对不同性质的行业企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沈洪涛和马正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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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在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和追求经济增长目标间选

择后者，降低对于辖区企业环境风险的监督力度。何凌云等（2019）对我国节

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数据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明显提升样本企业

的技术创新水平，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陈幸幸等（2019）的研究发

现国企在绿色信贷分配方面更有优势，而且面临绿色信贷约束企业的绿色转型

意愿更强烈。丁杰（2019）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抑制污染企业的融资

可得性，从而使其 TFP 降低，此外国有企业在该影响机制下表现更明显。Liu et 

al. （2017）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能源性企业的投资呈现出明显抑制作用。

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可以有效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债务

成本，限制该类企业的投资，说明绿色信贷可以通过调节污染企业和绿色企业

的信贷配置来控制环境污染。Cui et al. （2018） 基于信用风险的视角研究了绿

色信贷政策的效果，发现绿色信贷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助于银行的

环境和经济绩效提升。李毓等（2020）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改善国内产业结

构，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谢婷婷和刘锦华（2019）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可以

通过提高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和提升产业机构，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刘

海英等（2020）研究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制度，会对银行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发

挥重要助推作用。胡震云等（2013）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绿色信贷政

策可以有效降低河流污染物排放水平。孙光林等（2017）研究表明发行绿色信

贷可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抑制不良贷款率，提升银行利润水平，改善银行经

营效益。 

（2）绿色债券

目前针对绿色债券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研究绿色债券的发

行对于国家、行业和企业带来的影响，二是研究影响绿色债券定价的因素。 

在绿色债券带来的影响方面，Gianfrate and Peri（2019）研究发现，相比于

非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具有更好的融资便利性，对企业的提升更为明显，在为

绿色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不会对企业造成财务损失。马骏（2015）认为，绿

色债券的短期险和低风险，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可以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发挥重

要作用。金佳宇和韩立岩（2016）经过对绿色债券的风险研究发现，除了具备

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外，绿色债券独有的绿色特性也带来了与环境、政治等因

素相关的风险因素。Tang and Zhang（2020）通过对多个国家发行绿色债券的公

司进行研究，得出绿色债券的发行有利于股票流通性，对股东有利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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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等（2019）通过对国内绿色债券发行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绿色债券发

行上具有一定制度优势，但也存在债券种类复杂、监管混乱和信息披露不规范

等问题。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绿色债券市场和其他市场的风险相关性，Pham

（2016）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市场会收到传统债券市场的时变性冲击。

Flammer（2021）分析多国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债券有助于企业改善经营绩效

和创造长期价值。Ng and Tao（2016）基于亚洲国家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产品

对于不同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促进作用，认为绿色债券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

可发挥更大作用。陈淡泞（2018）对 34 支绿色债券分析发现绿色债券可以提振

股价，发行的信息披露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梁志慧（2018）基于 2016-2017年

发行的绿色债券数据发现，绿色债券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回报率，投资者具有

一定的绿色偏好。 

在绿色债券定价方面，Reboredo（2018）将绿色债券纳入与其他市场统一

分析框架，分析得出绿色债券与固收市场联系紧密，而和股票与能源时间关联

度较低。随后，Reboredo et al.（2020）进一步通过分析美国与欧洲的绿色债券

市场网络关联性，得出绿色债券与欧美国债相关性较强。Febi et al.（2018）研

究了市场流动性和绿色债券收益的相关性，得出在长期来看，绿色债券的流动

性风险较低。Baker et al.（2018）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得出美国绿色债券

发行价普遍高于常规债券。Zerbib（2019）使用多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绿

色债券的收益率低于常规债券，且绿色债券的收益率受到机构评级的影响。

Karpf and Mandel（2018）利用计量模型和匹配方法，均具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

债券正向溢价变得显著。Baulkaran（2019）研究发现绿色债券给企业带来累计

超额收益率，从而可以为股东带来价值提升。高晓燕和纪文鹏（2018）使用熵

值法构建发行人财务指标体系，基于财务视角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研究发现，

发行人评级对绿色债券发行利差有一定影响。王遥和曹畅（2016）分析发现第

三方机构认证可以为绿色债券发行带来积极影响。姚明龙（2017）对主流的绿

色债券研究发现只有发行规模与市场利率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具有负向关系。

朱培金（2017）使用熵值法构建了针对国内的绿色债券指标体系，为相关政策

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龚玉霞等（2018）基于数理模型对多只绿色债券进行定

价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债券存在被低估现象。 

（3）碳金融

关于碳金融的概念，业界和学术界都给出了基于不同角度的理解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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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11）基于《京都协议书》，认为碳金融是指出售基于项目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或交易碳排放许可证所获得的一系列现金流的统称。Labatt and White

（2011）认为碳金融是指在具有有限碳排放的外部条件下，使用市场化手段克

服气候问题的金融服务。曾刚和万志宏（2009）对碳金融的定义是指碳排放权

和与之相联系的各类金融活动的集合。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认为碳金融

是指为减缓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开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务。具体

包括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交易、产生碳排放权的温室气体减排或、碳汇项

目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金融服务活动。通过梳理碳金融有关文献，可以发现

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围绕碳交易市场运行的研究。Svendsen and Vesterdal（2003）分析了欧

盟温室气体交易机制，并给出了有关政策建议。Braun（2009）通过对欧盟排放

交易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基于政策网络提出了完善意见。Zhou and Li（2019）

回顾了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历程和挑战，重点探讨了金融机构在其中的作用，最

后从人才培养和法规完善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Caney（2010）基于道德观点对

排放权的交易成本展开论述，得出结论排放权交易制度在道德上是可以自恰的。

范丹等（2017）检验了碳排放试点对于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碳排放

试点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弱波特效应”。谭静和张建华（2018）研究发现

碳交易试点可以提高技术创新和外商投资（FDI）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刘传明等（2019）通过比较各碳排放试点区域减排效果，发现各区域间呈现出

异质性。胡剑波等（2019）构建了省际碳排放竞争力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提

供了数据支撑。王勇和赵晗（2019）使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国内各省的碳排放

效率进行测度和排序，并对呈现出的差异性展开分析发现城市化进程的不同步

会扩大各省效率间的差异。Zhang et al.（2017）研究发现，得益于碳市场机制，

深圳市的工业企业碳减排已初现效果。 

二是对碳排放权及其金融衍生品的定价研究。Paolella and Taschini（2008）

基于欧美碳排放数据构建混合排放配额定价模型，提高了模型拟合度与风险预

测能力。Chevallier（2011）针对碳市场构建非参模型，通过现货和期货市场实

证发现该模型可以降低 15%的预测误差。Bredin and Muckley（2011）针对欧洲

碳排放市场提出了一种涵盖经济增长、能源价格与天气条件的定价机制，可以

为政策制定提供帮助。Yu and Mallory（2014）考察了货币汇率对碳市场的影响，

发现欧元-美元间的汇率冲击会通过煤炭和天然气的渠道传递到欧洲碳市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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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李健（2014）针对国际碳金融市场采用了有别于传统的误差校正预测模型，

预测精度明显得到提高。张晨和杨仙子（2016）针对国内区域碳排放市场构建

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多频组合预测模型。崔焕影和窦祥胜（2018）针对碳交易市

场的价格波动性和关系复杂性，构建以一种对长期和短期碳交易价格最优预测

模型。 

三是围绕碳金融风险展开的研究。杨超等（2011）使用动态 VaR 测算了国

际碳交易市场的风险，并对国内碳项目与国际碳市场间的风险关系进行分析。 

Blyth and Bunn（2011）分析了欧洲碳市场中政策、市场和技术风险的共同演化，

发现在当前目标下，政策不确定是碳价格风险的主要来源。Reboredo and 

Ugando（2015）对碳市场、石油市场和天然气市场的风险研究发现碳市场是有

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蒋晶晶等（2015）构建了度量碳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模型对

欧盟碳交易市场进行分析，发现该模型可以准确量化碳市场风险。柴尚蕾和周

鹏（2019）针对国际碳交易市场构建了风险度量模型，并针对我国碳金融市场

风险特点提供了政策建议。Wu and Kung（2020）对碳排放技术投资的融资风险

研究发现，确定该风险对确定最优数量和价格可以起到作用。 

1.6 融资约束研究

按照经典财务理论的假设，在理想的资本市场中，公司的外源融资和内源

融资相互等效，二者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相同。（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但是，理想中的资本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由于各类摩擦因素存在，

公司在进行外源融资时的成本远高于使用自有资金，这样无疑会产生融资约束，

制约企业投资行为，使其偏离最优投资路径。 

关于融资约束的实际研究起始于 Fazzari 等的经典文献，该文发现部分企业

在无法进行外部资本市场时，投资等行为会具有较强的现金流敏感性，从而认

为其受到融资约束影响（Fazzari et al. ，1988）。后来 Hadlock and Pierce

（2010）、Kaplan and Zingales（1997）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定义了不同的融

资约束衡量指标。之后的大量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童

盼陆正飞（2005）发现企业负债融资会对投资规模产生影响；王彦超（2009）

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降低代理成本；解维敏和方红星

（2011）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市场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增加其

R&D 投入；张三峰和张伟（2016）发现融资约束会削弱企业雇佣员工动机；陈

诗一和陈登科（2016）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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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薛天航（2019）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会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改

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融资约束的原因方面，Myers and Majluf（1984）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

理论中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原因，该理论

认为企业想改善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通过更为透明的信

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针对这一结论，不少学者发

现相同结论。更为透明的信息披露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振企业股

市表现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Leuz and Verrecchia，2000）。从披露内容上来

区分，公司信息披露可以分为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在缓解信息不对称这一维度

上，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同样重要，都是投资者掌握企业信息的重要渠道。Fama 

and Laffer（1971）研究发现，非财务信息的有效披露可以有效降低投资者的疑

虑，降低其投资成本。此外，该研究中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非财务信息来

分析，发现社会责任信息也在消除信息不对称中发挥重要作用。Verrecchia

（2001）发现同样的结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有效消

除信息不对称情况。Fombrun and Shanley（1990）研究发现，除了在信息不对

称方面有帮助，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也可以提升商誉，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和

市场价值。一般而言，商誉和企业获取贷款难度高度相关，通过提升商誉来降

低融资约束，是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融资约束产生影响的第二途径（Goss and 

Roberts，2011）。 

关于公司环保信息公开的理论主要可以归为两类：社会政治理论和经济披

露理论。社会政治理论主要认为公司基于外部投资者的需求，被动的公开相关

环保信息，以表明公司对“社会契约”的遵守，降低法律诉讼风险（Cormier et 

al.，2009）。经济披露理论则认为公司应该主动披露环保信息，以此凸显公司

的环保属性来获取社会认可（Clarkson et al.，2008）。有学者对公司环保信息

公开的其他维度影响展开分析，发现可以先向企业管理效率和未来现金流，这

些影响都可以在当前股价上有所体现（Al-Tuwaijri et al.，2004）；环保信息有

助于获得绿色青睐型投资者的溢价 Tietenberg（1998）；还可以降低投资者承担

的环境风险，降低融资成本 Richardson and Welker（2001）、沈洪涛（2007）。

Richardson and Welker（2001）基于加拿大数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

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企业流动性风险得以缓解，从而抑制了企业

权益资本成本。Goss and Roberts（2011）研究发现，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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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为优质的信贷资源。Dhaliwal et al.（2011）研究发现发布社会责任的企

业融资成本显著下降，二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Dhaliwal et al.（2012）发现，

在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的国家，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可以有效降低分

析师预测误差。 

针对这一领域，也有大量国内学者对其展开研究。孟晓俊等（2010）针对

理论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但是其效果会受

到披露真实性影响。而围绕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前端影响因素

和后端经济后果两个角度展开。沈洪涛（2007）研究发现，规模、盈利能力以

及所在地环境规制强度会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宋献中和龚明

晓（2007）则是对样本时期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价值进行分析，认为在宽松的

披露监管机制下，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水平和决策价值堪忧。朱松

（2011）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有效提升对该企业的市场评价，相关会计盈余信

息含量也较高。 

在机构投资者与融资约束方面，Faulkender and Wang（2006）研究发现，

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和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负相关，健全的信贷市场可以有

效降低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除此之外，该研究还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

业，外部投资会对其持有的现金流量报以更高的关注度。Cornett et al.（2007）

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投研方面的优势可以成为市场和企业间沟通桥梁，能

够有效缓解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Denis and Sibilkov（2010）研究发现，受融资

约束影响较少的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少的现金，因为其可以较轻易的从外部融资

渠道获得资金。Eng and Mak（2003）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会对企业披露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和债务情况良好的公司会倾向于更多的信息披露，而外部

董事的增加反而减少了公司的披露行为。田利辉（2005）研究发现，国有企业

对内部现金的依赖性被高估，应为其软约束预算机制掩盖了其真实融资约束情

况。江伟和李斌（200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债务融资中更有优势。 

在利益相关者和融资约束方面，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

提升企业商誉以及降低代理成本等渠道降低融资约束 Porter and Kramer（2006）。

与之相反的，还有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对融资约束没有帮助，例如 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8）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会使得管理层拥有更大的权利，从而增

加企业代理成本。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融资约束是中性的，

例如 Jo and Harjoto（2012）基于税盾角度分析，认为利益相关者并不会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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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其他视角对融资约束展开研究。赵驰等

（2012）研究认为，信用缺失和融资约束是一体两面，中小企业基于短期回报

选择对信用有损的行为，反而会为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产生影响。邓建平

和曾勇（2011）研究发现，金融关联相比于政治关联更能有效的缓解民营企业

的融资约束。潘越等（2019）发现地区宗族文化可以有效缓解该区域民营企业

融资约束。 

1.7 文献评述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的有关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政策

和绿色创新的研究成果已然相当丰富。本章节主要理念依次递进的顺序，对经

济绿色发展、绿色创新理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三个主要领域，以及围绕这三

个主题的细分主题环境政策和融资约束层面的文献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且沿着

对这些学术脉络开展以下研究。 

当前的文献和研究尚存在一些研究空白。第一在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构造

时，仅仅是将污染物和对环境其他危害视为非合意产出，但是在合意产出选择

时忽略了绿色专利这一个最直接的产出指标；此外，大多数研究在选择前沿模

型时仅仅只能通过截面前沿进行比较，这样无法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比较便会造

成有效信息的损失。第二在研究绿色金融政策时，大多数学者都将目光放在绿

色信贷上，固然绿色信贷是当前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注

意到随着绿色金融体制的不断发展，不少其他绿色金融也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

用。第三在针对绿色债券研究时，主要关注点都放在绿色债券的定价研究上，

并没有对绿色债券的本质目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行详细研究。第四是面对国

家对企业的绿色改造升级大力扶持，社会上寄予希望的情况下，企业作为创新

主体却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主动性，这其中隐含的矛盾点也缺少充分研究。 

因此，本文建立了以下研究思路：第一，立足于企业视角，分析企业绿色

创新行为给企业带来哪些微观影响，以此为抓手可以有利于更好的制定绿色金

融扶持政策。第二，通过选择科学全面的模型来度量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并且针对区域分布特性和空间特征展开研究。第三，选取其他重要的绿色金融

工具，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