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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试点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增量提质”了吗？

张志新，孙振亚，路　航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研究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能够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有力工具。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
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虽然会显著促进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但却导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下滑。在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低碳

城市试点的实施对高创新能力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更为

显著，而对低创新能力与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抑制作用更强，且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并未因企业性质产生明显差异。机制检验发现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主要通

过加强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以及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

量。基于此，提出继续推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有效评估以及根据企业特征

进行低碳城市试点的差异化措施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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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全球碳排放总量的３０％①，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俨然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减少碳排放，同时助推２０３０年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在２０１０年启动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明确指出要“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推进低碳
技术研发”，可见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工具，且企业作为低碳发展任务的主要践行

者和参与者，如何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是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重要一环，那么低碳城市试点对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何种影响？现今，中国已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在追求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也不再拘泥于数量的提升，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质量的提高，才能有效减少碳排放，从而达到碳减排目标，那么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

量影响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考察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效果，并为后续进一步推行试点工作提

供一定的借鉴。

目前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效果、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及低

碳城市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三方面，因此本文也将从这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低碳城市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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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来，学者对其实施效果便展开研究，低碳城市试点的目的是实现城市碳减排，大量研究也表明，低

碳城市试点能够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１］，但不同城市的减排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低碳成熟型城市碳减

排依赖于加大研发投入，发展可再生能源路径，而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则需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以及

提高城镇化质量，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碳减排则需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２］。低碳

城市试点不仅作用于城市的碳减排，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也效果显著［３～５］，类似地，王华星和石

大千［６］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发现，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有效降低 ＰＭ２．５的浓度。不仅如此，试点城市能
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７］，并能提高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８］。李林红等［９］发现低碳城市试

点在企业创新方面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缩小了城市之间的创新水平差距。此外，低碳城市试

点对城市创新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逯进和王晓飞［１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通过增加科技人才数量、

政策性研发资金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低碳城市试

点的实施效果显著，但却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需要关注经济效益提高与碳减排的“绝对

脱钩”现象［１１］。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尤为

重要。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然而其是否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却饱受争议，大

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创新，进而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１２］，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缩减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动力［１３］。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例如王珍愚等［１４］认

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Ｕ”型关系。邝嫦娥和路江林［１５］则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

在“Ｖ”型关系。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要素，Ｒ＆Ｄ的资金与人员投入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关键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１６～１７］。从企业创新主体出发，有学者发现相较于私有企业，

国有企业更具绿色创新意愿［１８］９３。而关于低碳城市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方面的文献，则主要关

注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发现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例如熊广勤等［１９］９９利

用企业面板数据发现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徐佳和崔静波［２０］１８６也得出了

与此相同的结论。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发现，目前学者们分别从低碳城市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两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研

究，而从低碳城市试点视角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主要关注于对绿色技术创新

数量的影响，那么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将通过

区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从“质”与“量”两个维度考察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１）不仅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影响，而且全面考察低碳城市试点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契合当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导向。（２）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的实
施虽然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但也导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下降，进一步就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高和质量下降提出解释，论证了专利泡沫出现的原因，同时丰富了关于碳减排政

策实施效果的研究。（３）在不同维度下讨论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使
得研究结果更贴合不同特征企业的实际。

二、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低碳城市试点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为实现碳减排而在城市层面提出的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低碳城市建设

的重点领域是工业、建筑、交通、能源供应、废弃物管理等，因此低碳城市试点主要是针对这些领域实

现其低碳化发展［２１］，从而在城市层面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此过程中，会针对性地诱发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此外，中央给予地方试点机会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入选试点是荣誉和责任的双重体现，特别

是在政治锦标赛加持下，试点地区政府的治理积极性提高［２２］，通过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改进

技术实现绿色低碳式发展，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低碳城市试点属于“中央请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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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买单”的形式，在弱激励－弱约束的制度环境下，各地方政府为获取中央政府的资源要素以及其他
优惠政策，虽然会积极参与低碳城市试点申报工作，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很多工作都是虎头蛇尾，没有

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践行［２３］，导致试点动机产生偏移，进而无法有效发挥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倒逼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城市碳减排，因此需要企业实现能源的高效率使用，以

及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以实现城市层面碳排放量的减少，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技术的改革升级，企

业需要在既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研发，进行迎合低碳发展的绿色技术创新，即实现“波特假说”。具体而

言，“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决策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削

减企业利润空间，进而企业需要进一步减少研发投入，增加对诸如金融类等方面的投资［２４］，从而抑制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能会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企业环境成本被创新补

偿效应抵消，为企业可持续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条件，增强企业竞争实力［２５］，提高企业生产率与经济效

益［２６］，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

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存在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１ａ：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
假设１ｂ：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能够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
（二）低碳城市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潜在扭曲

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一种“软约束”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激励手段促进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其中税收减免与补贴则是一种常见手段，其前提是政府掌握企业的创新活动信息，然而由于

政府在获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真实数据上存在劣势［２７］，导致政府只能通过企业释放的利己信号来进

行决策，这种信号往往体现在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上。此外相较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的前期

投入大，获益周期长［２０］１８２，投资者难以从众多投资项目中实现优势区分以及投资价值评估［２８］，使得企

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约束，而低碳城市试点地区规划中均提出了绿色金融政策，其中有用于发展低

碳城市的专项资金、补贴、利率优惠及税费减免等，通过这些绿色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城市层面的外部

融资约束。同时企业为减小自身融资约束，会通过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来吸引绿色投资，导致企业

产生策略性创新行为［２９］３１，通过增加创新难度较低的绿色专利数量来获取经济利益，抑制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质量的提高。低碳城市试点能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使得中国企业对外国

技术产生过度依赖，特别是在获取试点政策的资源与政策优势的目标驱使下，企业往往会选择通过购

买绿色技术和产品以实现绿色发展，进而无法真正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限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质量的提高。低碳城市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表现尤为突出。在创

新能力弱的企业，其创新资源较为稀缺，创新成本较高，创新活动往往存在随机性的特点［３０］，因此其

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为了吸引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及为树

立企业环保形象，策略性创新的动机更为强烈，难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而对于创新能力高的企

业，其本身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因而可以进行持续性创新行为，通过增强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

强市场竞争力。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２：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
假设３：相较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在创新

能力弱的企业表现更为突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采用能够有效识别政策效应的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处理，将政策实施对象划为处理组，政策未实施对象划

为对照组，通过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分与处理组对照组的差分识别政策实施的效应。借鉴石大千等［３１］

的模型构建方式，本文构建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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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ｉｔ（ｉｎｎｏｓｉｔ，ｉｎｎｏｚｉｔ）＝α０＋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ｐｏｓｔｔ＋λＸｉｔ＋μ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ｎｎｏｉｔ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ｉ企业在ｔ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ｐｏｌｉｃｙ表示低碳城市
试点地区虚拟变量，若企业所在城市或省份为低碳城市试点地区，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ｐｏｓｔ为低碳
城市试点实施年份的虚拟变量，若是处于２０１３年①及以后年份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Ｘｉｔ则是本文
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收益率（Ｐｒｏｆｉｔ）、托宾 Ｑ（ＴｏｂｉｎＱ）、企业年龄 （Ａｇｅ）、资本
密度（Ｚｂｍｄ）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Ｇｕｄｏｎｇ）。μｉ和 ｔ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表
示随机误差项。模型中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ｐｏｓｔｉｔ的系数β１是本文的关注对象，若β１＞０，表示低碳城市试点的实
施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质量）的提升；若β１＜０，则表示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数量（质量）的提升；若β１＝０，表示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
不明显。

（二）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既有文献采用

专利引用次数［３２］和ＩＰＣ分类号数量［３３］衡量专利质量，然而国家知识产权局难以有效提供企业专利引

用次数信息，且采用专利分类号数量将存在重复计算的缺陷，因此本文借鉴Ａｇｈｉｏｎ等［３４］、张杰和郑文

平［２９］３３的方法，使用知识宽度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进行测算。获取企业绿色专利的 ＩＰＣ分类
号，利用产业集中度的方法，测算 ＩＰＣ分类号大组层面的差异来衡量专利质量，测算公式为：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１－∑α２，其中，α为ｉ企业在ｔ年大组分类号所占比重。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越大，表明大组层面专利分类号差
异越大，知识宽度越大，其绿色专利质量越高即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越高。

控制变量：（１）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规模大往往会有用于企业持续发展的研发创新投入，以此提
高企业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因而企业规模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３５］，

本文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对数衡量。（２）收益率（Ｐｒｏｆｉｔ）：企业收益率越高，将会有充足的资金用于绿
色技术创新，因此本文使用营业利润占比衡量收益率。（３）托宾Ｑ（ＴｏｂｉｎＱ）：托宾Ｑ值越大，表明其社
会价值创造能力越强，更具有创新能力。（４）企业年龄（Ａｇｅ）：年龄大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意识［３６］，本文

使用企业年份减去上市年份加一的对数进行衡量。（５）资本密度（Ｚｂｍｄ）：采用企业总资产与营业收入
之比进行衡量。（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Ｇｕｄｏｎｇ）：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占总股本的比例进行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专利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ＣＳＭＡＲ）。本文对样本数据主要
做以下处理：（１）剔除金融、教育和综合行业的样本。（２）剔除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相关变量缺失严重的
样本。（３）剔除ＳＴ及ＳＴ企业。（４）考虑到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控制变量进行上下１％
的缩尾处理。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周期较长，因此低碳城市试点在短期内的执行效果有限，因而可能

无法体现在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效果中，而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２年的政策时点非常接近，因此借鉴徐佳和
崔静波［２０］１８３的处理方法，将政策时点范围扩大至２０１２年，以考察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表１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ｉｎｎｏｓ １１４４０ ０．５５６ １１．２５０ ０ ７３６

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ｉｎｎｏｚ １１８００ ０．１２５ ０．２７６ ０ ０．９７５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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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范围公布的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考虑到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因此
将政策试点时间设定为２０１３年。



表１（续）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
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

虚拟变量交叉项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１１４４０ ０．２２９ ０．４２０ ０ １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１１４３８ ２２．１１９ １．３７１ １８．９７５ ２５．９６６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１４４０ ０．６５８ １．１３０ －７．５１４ １．９３２

托宾Ｑ ＴｏｂｉｎＱ １１０７７ ０．５９８ ０．４９６ －０．０８６ ２．２７７

企业年龄 Ａｇｅ １１４４０ ２．４７３ ０．５１７ ０．６９３ ３．１７８

资本密度 Ｚｂｍｄ １１４１７ ０．６１１ ０．７６５ －１．０５７ ３．０４５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Ｇｕｄｏｎｇ １１４４０ ０．３７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５ ０．７６８

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 Ｅｍｓ １１２１８ ４．５８０ ０．９４４ ２．０１８ ６．６６８

融资约束 Ｌｏａｎ １１２９１ １７．４３１ １．６８１ １３．８７３ ２０．１０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预期效应检验

ＤＩＤ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保证政策实施的外生性，因此 ＤＩＤ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预期效
应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是将低碳城市试点视为随机的政策冲击，在低碳城市试点实施之前企业对该

政策没有产生预期效益，以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变动是由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引起的。为检验

预期效应，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叉项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１，表示低碳城市试点前一年的虚拟变量，若交叉项系
数不显著，则表明在低碳城市试点前企业并未产生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变动的预期。估计结果

为表２第（１）和（２）列，结果表明这一项的估计系数很小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引入交叉项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ｔ２，其中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２是低碳城市试点前两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为表２第（３）和（４）列，结果
表明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２的估计系数仍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表明在低碳城市试点之前并没有形成影响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预期，同时在考虑预期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表明满足预期效应假设。

（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ＤＩＤ方法使用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冲击前，处理组与
对照组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为此本文采用回归法对平行趋势假设

进行检验，借鉴孙艳阳［３７］的方法，构建以下模型：

ｉｎｎｏｉｔ（ｉｎｎｏｓｉｔ，ｉｎｎｏｚｉｔ）＝α０＋βｋ∑
５

ｋ＝０，ｋ≠１
ｐｏｌｉｃｙｉ×ｐｏｓｔｔ＋λＸｉｔ＋μｉ＋ｔ＋εｉｔ （２）

在模型构建时，ｋ为距低碳城市试点的时间，为避免虚拟变量陷阱问题，将低碳城市试点前一年剔
除，表２第（５）、（６）列报告了回归结果，无论是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是质量，低
碳城市试点之前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三）基准结果分析

表２第（７）和（８）列分别为低碳城市试点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回归结果。表２第
（７）列中，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的系数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这一结果与熊广勤等［１９］９６、徐佳和崔静波［２０］１８５所得结论保持一致，相较于非

试点城市，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使得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高０．６４７％。在第（８）列
中，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的系数为－０．０２７，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抑制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低碳城市试点实施使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下降０．０２７％。低
碳城市试点作为一种“软约束”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绿色生产，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此外试点

·９８·

　张志新，孙振亚，路航：低碳城市试点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了吗？



地区会为企业绿色生产提供包括补贴、降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为获取优惠政策会通过绿色技术

创新质量数量的提高体现其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如前文所说，企业在获取优惠政策之前需要提前释放

其绿色低碳发展信号，而专利数量则是一个重要体现，这时会导致企业进行策略性技术创新，进而抑

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

表２　回归结果

变量
预期效应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 基础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０．６７２

（０．２９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６６５

（０．３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６４７

（０．２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１
０．１４５
（０．４７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９
（０．４８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２
－０．０３１
（０．４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５
－０．４７７
（０．４８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４
－０．４１０
（０．４８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３
－０．４９９
（０．４８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２
－０．５０７
（０．４８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０
－０．１１６
（０．４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Ｒ－ｓｑ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１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四）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借鉴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３８］的做法，将低碳城市试点时间提前三年，样本期设定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以此考察

低碳城市试点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若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的系数不显著，则可
以排除其他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４第（１）、（２）列，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可以证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由低碳城市试点带来的。

２．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ＤＩＤ
为有效发挥低碳城市试点城市的政策效应，国家可能对试点城市的选择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为准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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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效应，本文借鉴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３９］的方法，采用 ＰＳＭ－
ＤＩＤ来缓解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将企业规模（Ｓｉｚｅ）、收益率（Ｐｒｏｆｉｔ）、托宾 Ｑ（ＴｏｂｉｎＱ）、企业年龄
（Ａｇｅ）、资本密度（Ｚｂｍｄ）、大股东占比（Ｇｕｄｏｎｇ）作为匹配变量，借鉴何凌云和马青山［４０］的模型构建方

法，设立以下模型：

Ｐ（ｐｏｓｔ＝１）＝ｆ（Ｓｉｚｅ、Ｐｒｏｆｉｔ、ＴｏｂｉｎＱ、Ａｇｅ、Ｚｂｍｄ、Ｇｕｄｏｎｇ） （３）
其中，Ｐ为倾向得分值，本文使用比较流行的 Ｋ邻近匹配方法进行匹配。考虑到样本量足够大，为尽
可能消除“选择性偏差”，借鉴已有研究［４１］选用较为严苛的卡尺 （ｃａｌｉｐｅｒ＝０．０００１）进行检验，Ｋ邻近
为一对二匹配，匹配后样本量为８３６８个。此外，进一步改变匹配方法，采用半径匹配进一步进行稳健
性检验。ＰＳＭ－ＤＩＤ使用前需要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各变量均值在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否具有显
著差异，若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满足 ＰＳＭ－ＤＩＤ的假设前提。匹配结果如表３所示，匹配前各变
量的Ｐ值均小于０１，说明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在匹配后，除企业年龄（Ａｇｅ）外，各
变量的Ｐ值均大于０．１，表明匹配结果较好，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进行回归是合理的。ＰＳＭ－ＤＩＤ的
回归结果为表４的（３）至（６）列，两种匹配方法中，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数量的提高，但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与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保证了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　共同支撑假设

变量 匹配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偏差减少幅度 ｔ值 ｐ值

Ｓｉｚｅ
Ｕ ２２．２２０ ２２．０５４ １２．３０

Ｍ ２２．１８４ ２２．１８５ －０．１０
９９．５

６．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９７５

ｐｒｏｆｉｔ
Ｕ ０．７０８ ０．６４５ ５．８０

Ｍ ０．７２５ ０．７２５ －０．１０
９８．８

３．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９６５

ＴｏｂｉｎＱ
Ｕ ０．５９５ ０．６００ －１．００

Ｍ ０．６０４ ０．５９９ １．００
７．７

－０．５４ ０．５９０

０．５１ ０．６１１

Ａｇｅ
Ｕ ２．４９３ ２．４３４ １１．３０

Ｍ ２．５０４ ２．４８４ ３．９０
６５．１

５．８４ ０．０００

２．２８ ０．０２２

Ｚｂｍｄ
Ｕ ０．６４３ ０．５５８ １１．４

Ｍ ０．６０７ ０．６２４ －２．３
８０．１

５．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２１４

Ｇｕｄｏｎｇ
Ｕ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０ ５．８０

Ｍ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９ －２．６０
５５．６

３．０１ ０．００３

－１．３９ ０．１６３

３．排除其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因素
在低碳城市试点过程中，国家分别提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以及环保

约谈制度，可能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排除这些政策影响以识别低碳城市试点的“净效

应”，本文通过在基础回归模型中引入分组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与各政策试点年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进行回归，以控制这些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结果为表４中（７）、（８）列，结果未发生变化，表
明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后，实证结果依然成立，表明基础回归结果是

稳健的。

·１９·

　张志新，孙振亚，路航：低碳城市试点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了吗？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安慰剂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９７６

（０．３７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６５６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６５４

（０．３３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控制 控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控制 控制

环保约谈制度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６７７ ６６７７ ８３６８ ８３６８ １１０３１ １１０３１ １１０７３ １１０７３

Ｒ－ｓｑ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性质以及碳排放密度的不同，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本部分将从创新能力、企业性质以及碳排放密度三个维度探究其存在的差异

性影响。

１．基于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影响
如前文所说，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会诱发企业策略性创新，通过研发低质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现其

绿色发展模式，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本文按照低碳城市试点前一年企业绿色发

明专利数量的中位数来界定高创新能力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表５为估计结果，低碳城市试点的
实施显著促进了高创新能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但抑制了低创新能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

量，原因可能是对于低创新能力的企业，其自身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的情况，在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后，为

迎合低碳发展，可能会增加其绿色生产设备的投入，进一步挤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在绿色技术创新

质量方面，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并未对高创新能力企业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低创新能力的企业抑制作

用明显，这也验证了假设３。

表５　基于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影响

变量
高创新能力 低创新能力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６．９９１

（３．４３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Ｎ ９０６ ９０６ １０１６７ １０１６７
Ｒ－ｓｑ ０．０６２ ０．２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３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２．基于企业性质的差异性影响
企业性质的不同将影响企业获取的绿色技术创新资源，而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创新的成功在于其是

否具有持续的创新资源供给，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明显优于私有企业［４２］，因为国有企业相较于私有

企业，其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后，国有企业能够依靠自己的政治背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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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绿色技术创新资源［４３］。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更强的公共价值属性，国有企业更有绿色技术创

新意愿［１８］９３，因此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表６估计结果也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低

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保持一致。

表６　基于企业性质的差异性影响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１．１２４

（０．４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３）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１６５ ７１６５ ３９０８ ３９０８

Ｒ－ｓｑ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６

　　注：表示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３．基于企业碳排放密度的差异性影响
低碳城市试点实施的目的是实现城市碳减排，因此对于不同碳排放密度的企业，低碳城市试点的

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不同。本文基于企业所在行业进行碳排放密度的分类，按照《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

告（２０１７）》①中的划分标准，若企业所在行业在１９９５年碳排放占全部行业比重超过２％，则将其列为
高碳排放企业，否则为低碳排放企业。表７报告了回归结果，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促进高碳排放
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而抑制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可能的原因是实现高

碳排放密度企业碳减排才能实现城市整体碳排放的减少，因此试点地区往往在决策时将优惠政策倾

向于高碳排放密度企业，同时，在低碳城市试点地区的施行方案中，明确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提出

了强制性的政策要求，在这种倾向下，高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将会增强，而低碳排放

密度企业本身碳排放量较少，面临的规制压力较小，因此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较低。此外，低

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在高碳排放密度

企业则作用不明显。

表７　基于碳排放密度的差异性影响

变量
高碳排放密度 低碳排放密度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３．３６６

（０．８６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３８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５４７ ３５４７ ７５２６ ７５２６

Ｒ－ｓｑ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１３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３９·

　张志新，孙振亚，路航：低碳城市试点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了吗？

①皮书数据库《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ｉｓｈｕ．ｃｏｍ．ｃｎ／ｓｋｗｘ＿ｐｓ／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ｔｅＩＤ＝１４＆ＩＤ
＝９２９３５２１。



五、进一步分析

（一）模型设定

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产生

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在不同维度上产生明显的异质性。在前文机制分析中提到，低碳城市试点会通过

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企业为缓解融资约束，会针对低碳城市试点推行的

绿色金融政策进行策略性创新，进而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但是也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

高，因此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主要通过政府的环境规制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机制影响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为验证这两条潜在的机制，本文借鉴李建明和罗能生［４４］的研究，构建以下传递效应

模型：

第一步：检验低碳城市试点对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的影响

Ｍｉｔ＝α０＋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ｐｏｓｔｔ＋λＸｉｔ＋μｉ＋ｔ＋εｉｔ （４）
第二步：考察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ｉｎｎｏｉｔ（ｉｎｎｏｓｉｔ，ｉｎｎｏｚｉｔ）＝α０＋β１Ｍｉｔ＋λＸｉｔ＋μｉ＋ｔ＋εｉｔ （５）
其中，Ｍｉｔ为环境规制（Ｅｍｓ）与融资约束（Ｌｏａｎ）。具体地，政府进行环境治理主要是紧盯污染物的排
放，所以污染物的排放是体现环境规制最为直接的指标［４５］，因此本文采用城市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的对数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排放量越少，表明环境规制越强。此外，融资约束采用城市金融机构在ｔ年
末各项贷款余额对数值表示。Ｘ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Ｓｉｚｅ）、收益率（Ｐｒｏｆｉｔ）、托宾Ｑ（Ｔｏ
ｂｉｎＱ）、企业年龄（Ａｇｅ）、资本密度（Ｚｂｍｄ）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Ｇｕｄｏｎｇ），变量设定与模型（１）一致。
相应的回归结果为表８。

（二）估计结果分析

１．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机制结果分析
表８中，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对环境规制、融资约束的影响，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显著增强了试点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并缓解了试点地区

企业的融资约束。第（３）列考察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回归分析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数量的影响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呈现

增长趋势。第（４）列考察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回归分析中，融资约束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表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增加。估计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通过

城市层面环境规制的加强以及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

２．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机制结果分析
第（１）列和第（２）列已证实低碳城市试点能够增强试点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并缓解试点地区企

业的融资约束。第（５）列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关系，环境规制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随着试点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将显著下降。第（６）列中，融资约
束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

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显著下降。因此可以说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通过加强

城市层面环境规制，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

表８　估计结果

变量
Ｅｍｓ Ｌｏａｎ ｉｎｎｏｓ ｉｎｎｏ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ｔ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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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变量
Ｅｍｓ Ｌｏａｎ ｉｎｎｏｓ ｉｎｎｏ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环境规制（Ｅｍｓ）
－０．３１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融资约束（Ｌｏａｎ）
－０．５６３

（０．３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０８５６ １０９３１ １０８５６ １０９３１ １０８５６ １０９３１

Ｒ－ｓｑ ０．４８３ ０．８５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
分法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低碳城市试点
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但显著抑制了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质

量的提高。（２）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高创新能力企业、国有企业、高碳排
放密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但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起

到显著抑制作用。此外，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显著抑制低创新能力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

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３）机制检验发现，低碳城市试点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
及缓解城市层面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实

证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提高，说明低碳城市试点的绿色技

术创新成效显著，因此国家通过总结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对成功方法、技术等进行凝炼形成典型案

例，加强试点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推动低碳城市试点全面铺开，发挥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

效应。此外，应加强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有效监督，上级政府应及时跟踪，在跟踪监督过程中，组织专

家给予低碳城市试点地区有效的指导与帮助，以实现城市整体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减少碳排放

量，为中国实现“２０３０年碳达峰以及２０６０年碳中和”目标做进一步努力。
第二，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有效评估。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虽然会提高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数量，但也造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下降，因此应对企业绿色专利质量进行有效评估。

首先，政府要加强对专利质量的有效评估，并将其作为政策倾斜的依据。其次，考虑到政府可能无法

准确捕捉企业的创新信息，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引入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运用市场手段对专利质量进

行有效识别，以激励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

第三，根据企业特征进行低碳城市试点的差异化措施建设。首先在发挥低碳城市试点对高创新

能力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时，也要关注到低碳城市

试点对低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以及低碳排放密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抑制作用，政府在统筹

资源时，不能仅依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作为优惠政策分配的依据，应根据企业的技术创新短板，

进行创新资源的统筹，进而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５９·

　张志新，孙振亚，路航：低碳城市试点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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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ＷａｎｇＲＱ，ＷａｎｇＦＪ，ＸｕＬＹ，ｅｔａｌ．Ｒ＆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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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李建明，罗能生．高铁开通改善了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吗？［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０，１９（４）：１３３５

－１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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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聂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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