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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ＰＶＡ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并就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产业结构与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互动关系，而农业碳排放与交通基础设施则没有显著的互动关系；

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都会引起农业碳排放量升

高，反之，农业碳排放量对产业结构影响较小，上述现象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依然如此。这意味着

样本期内中国的发展模式仍然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固碳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转型的现象尚未

发生。基于以上结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严格落实绿色发展要求，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

进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量，建立健全农业碳排放统计监测制度，加快构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相互协调的农村绿色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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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４年９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标志着中国进入“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后党中央对农村的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农村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生态

环境污染、资源约束趋紧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业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农业既是温

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又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性产业。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调

查统计，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３０％通过农业释放［１］，减排任务尤为严峻。

绿色是农业农村的底色，必须扎实推进农业固碳减排工作。而从２００４年城乡关系发生转向后农
村的实际变化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成为影响农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一方

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式扶贫手段，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特别是２００４年后全国范围内县际及农村公路建设的加快推进，促使农村人居环境大为
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这可能对农业碳排放的来源及数量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农村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大幅调整，无论是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抑或农

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变动，都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变，这也可能对农业碳排放造成影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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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引发资源环境约束，将在不同程度倒逼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

改变。此外，中国农村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的过程，有理由相信两者也

存在相互影响。

２０２１年２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产
业、能源、交通三个方面被重点提及，强调不断优化三者结构，实现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碳排放强

度明显降低，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厘清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

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其内在影响机制，对于推动产业、能源及交通协调发展，提升农村绿色发展水

平，更好更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互动机制分析

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需要对两两关系进行逐一分析。值

得强调的是，分析的背景为２００４年中国进入“城市支持农村”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县际及农村公路建设全面铺开，农业农村迎来快速发展。另外，此处

“产业结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结构，二是指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结构①。

（一）农业碳排放与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将提高

农业碳排放量。一方面，农村相较城市发展缓慢，２００４年中国城乡关系才发生转向，在“多予、少取、
放活”的指导原则下，农村发展得以加速。在此背景下，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相比，将成为优先级更高

的目标，致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加剧环境污染［２］，加大农业碳排放量［３］。尽管有学者指出，产业高级化

的过程意味着农业走向现代化、有机化、绿色化，将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量［４］。但从中国农村发展情

况来看，后者才是前者的原因，即农业碳排放增长引发资源环境约束，促使农业迈向绿色低碳，产业结

构迈向高级化［５］。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目标导向下，各地区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从农林牧渔业中

选择某些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发展，造成主导产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其他产业，产生“效率极化”现

象。这一现象对应着主导产业为追求“低成本、高产量”的目标，不断加大农药、化肥、饲料等投入品的

施用量［６］，造成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碳排放量［７］。然而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一旦农村

主导产业因病虫害、极端气候、农产品价格波动等事件导致生产效率降低［８］，各产业间的生产效率将

趋向均衡，农业碳排放量也随之降低。

从农业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农业碳减排将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

率均衡化。一方面，产业结构会在固碳减排中进一步高级化，不过有别于经济发展初期只注重速度的

高级化，这一阶段的高级化更加注重质量，原有粗放式生产模式将向集约式生产模式转型［９］，只是转

型过程可能存在较强的时滞性［１０］。另一方面，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会在减排过程中走向均衡，这源

于主导产业的效率提升会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放缓［１１］，而非主导产业则会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得

到更合理的规划和处置，缩小与主导产业的生产效率差距［１２］。

（二）农业碳排放与交通基础设施

从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将减少农业碳排放量，这种

作用方式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缩短了时空距离，促进了农业劳动力

非农转移，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１３］，传统过密化种养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种养模式转移［１４］，有利

于降低农业碳排放量；第二种途径是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１５］，带动了农村厕

所、沼气池、水电管网等其他项目的整改与重建，促使农村人居环境大为改善，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和

农业碳排放量［１６］。

从农业碳排放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来看，农业碳减排会迫使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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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与农业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类似。减排任务将对交通行业形成政策压力和环境约束［１７］，从

而影响交通行业下一步的规划与发展［１８］，促使原有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量。

（三）产业结构与交通基础设施

从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

业生产效率极化。一方面，交通条件的改善能降低运输成本，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从而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１９］。此外，交通条件的改善还为不同地区搭建了互通互联的渠道，提高了地区间

的学习效应和分工效应［２０］，促进了新技术、新设备的传播，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２１］。另一方面，随

着中国全面推进县际及农村公路建设，市场贸易与信息交流更加顺畅，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开始加速

从农林牧渔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２２］，促进效率最高的产业优先发展起

来［２３］，并与其他产业拉开差距，造成“效率极化”。

从产业结构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会提升交

通基础设施水平。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都需要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

作为前提条件，必然会对农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进而促进交通条件改善［２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

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的过程，会使地区经济水平和财政实力得以提高，从而使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正向反馈［２５］。

综上所述，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初步分析与判断，结果表明三者存在相互作用。不过这些判断是否成立还需要通过实证检验，由此

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ＰＶＡＲ模型，验证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
农业碳排放的相互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学者们在探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

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大多只考虑了单向关系和静态关系，然而从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三者理论上

存在动态互动关系，因而本文利用ＰＶＡＲ模型进行验证，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交通基础设施
在２１世纪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还较少
注意到交通基础设施，本文尝试将其纳入农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中；第三，现有研究在考察产业结构

与农业碳排放时，更多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缺乏

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变动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研究，本文将一并探究与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探究２００４年中国城乡关系发生转向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互
动关系，本文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象。其中，
涉及农业碳排放量计算的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涉及产业结构计算的数

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涉及交通基础设施计算的数据来自《中国交通年鉴》和

《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少量缺失值采取线性插补的方式予以补充。

（二）变量设定

１．农业碳排放量
相比工业碳排放量的计算，农业碳排放由于碳源多样，涉及的计算项目相对更多。根据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学者的研究［２６］，本文将农业碳排放的碳源锁定在三种主要途径上：一是农地生产活动导致的碳排

放，涉及因子包括农药、化肥、农膜、柴油、翻耕和农业灌溉６个方面；二是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产生的
温室气体甲烷（ＣＨ４）；三是畜禽养殖，尤其是反刍类动物养殖带来的碳排放。由于各省份骡、马、骆驼
等动物统计数据缺失较多，考虑动物数量占比和数据可得性，此处将猪牛羊三种动物纳入计算，数量

基于年末出栏量。在上述碳源确定后，依据下列碳排放公式进行计算：

Ｅ＝∑Ｅｉ＝∑δｉＴｉ （１）

其中，Ｅ表示农业碳排放量，Ｅｉ表示各碳源的碳排放量，Ｔｉ为各碳源的数量，δｉ为各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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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信息见表１。

表１　农业碳排放的碳源及其排放系数

类别 碳源 碳排放系数 单位 参考来源

农地生产

化肥 ０．８９６ ｋｇＣ／ｋｇ Ｗｅｓｔ等［２７］、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膜 ５．１８０ ｋｇＣ／ｋｇ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ＩＲＥＥＡ）

农药 ４．９３４ ｋｇＣ／ｋｇ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柴油 ０．５９３ ｋｇＣ／ｋｇ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

翻耕 ３１２．６００ ｋｇＣ／ｋｍ２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农业灌溉 ２０．４００ ｋｇＣ／ｈｍ２ Ｄｕｂｅｙ等［２８］

水稻种植 稻田 ４０７８．３６０ ｋｇＣ／ｈｍ２ 田云等［２９］

畜牧养殖

猪 ３４．１００ ｋｇＣ／ａ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

牛 ４１８．２９０ ｋｇＣ／ａ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

羊 ３５．１９０ ｋｇＣ／ａ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

　　注：翻耕采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农业灌溉采用有效灌溉面积计算。不同种类牛、羊的碳排放系数不同，此处
统一取平均值。

２．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影响，考虑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迈向“服务经济”阶段，因而此处选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三

产业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计算公式见式（２）。另一方面，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效率
结构也可能对农业碳排放造成影响。要衡量这种系统内各产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可以选择在性质

上兼具静态结构和动态变化的泰尔指数。此处借鉴干春晖等学者计算泰尔指数的公式并加以调

整［３０］，得到式（３）。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１＝Ｙ１／Ｙ３ （２）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２＝∑ Ａｉ
Ａｌｎ

Ａｉ
Ｃｉ
／Ａ( )Ｃ （３）

其中Ｙ１表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Ｙ３表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二者所得比值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１呈现了产业结构
的动态变化。该比值越小，表明相比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值越大，产业结构越趋向高级化。

式（３）中Ａ表示农林牧渔业合计增加值，Ｃ表示农林牧渔业合计中间消耗值，Ａｉ和Ｃｉ则分别为农林牧
渔业中某一产业的增加值和中间消耗值。Ａｉ／Ｃｉ，即增加值除以中间消耗值，体现的是该产业的生产效
率，因而式（３）的结果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２是农林牧渔各产业的效率值与整个农业的平均效率值相比较后加权汇
总的结果，体现了农林牧渔业的布局重心和效率情况。该值越接近０，说明农林牧渔各产业的效率值
越接近，各产业生产效率越均衡，相反，该值越大，说明农林牧渔业中某一些产业较其他产业具有比较

优势，拥有更突出的效率，很可能是该地区主导产业，因而各产业生产效率更极化。

３．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通常采用交通路线密度来衡量［３１］，即某地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运

输路线的总里程与该地区面积的比值。考虑到中国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是公路和铁路，而沿江沿海

地区还包括水路，所以此处的交通路线密度由各省份公路营业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和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三个指标的汇总值除以各省份领土面积得出。

（三）模型构建

由互动机制分析可知，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并非单向静态因果关系，而是

存在动态互动关系，如果采用传统回归模型，会造成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所以应该考虑采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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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回归模型（ＰＶＡＲ），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考察。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是对传统回归模型
的突破，能够处理多个对象相互影响的问题。具体到本文，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速度差异

较大，因而在构建ＰＶＡＲ模型时，应当考虑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减少异质性带来的
估计偏误，据此构建模型的矩阵形式如下：

Ｙ１ｉｔ
Ｙ２ｉｔ
Ｙ３










ｉｔ

＝

Ｃ１ｉ＋α１１Ｙ１ｉ，ｔ－１＋α１２Ｙ２ｉ，ｔ－１＋α１３Ｙ３ｉ，ｔ－１＋… ＋γ１ｉｔ＋ε１ｉｔ＋μ１ｉｔ
Ｃ２ｉ＋α２１Ｙ１ｉ，ｔ－１＋α２２Ｙ２ｉ，ｔ－１＋α２３Ｙ３ｉ，ｔ－１＋… ＋γ２ｉｔ＋ε２ｉｔ＋μ２ｉｔ
Ｃ３ｉ＋α３１Ｙ１ｉ，ｔ－１＋α３２Ｙ２ｉ，ｔ－１＋α３３Ｙ３ｉ，ｔ－１＋… ＋γ３ｉｔ＋ε３ｉｔ＋μ３









ｉｔ

＝
Ｃ１ｉ
Ｃ２ｉ
Ｃ３










ｉ

＋
α１１　α１２　α１３
α２１　α２２　α２３
α３１　α３２　α











３３

Ｙ１ｉ，ｔ－１
Ｙ２ｉ，ｔ－１
Ｙ３ｉ，ｔ－










１

＋…
γ１ｉｔ
γ２ｉｔ
γ３










ｉｔ

＋
ε１ｉｔ
ε２ｉｔ
ε３










ｉｔ

＋
μ１ｉｔ
μ２ｉｔ
μ３










ｉｔ

（４）

其中ｃ表示常数项，γ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表示误差项。Ｙ１ｉｔ、Ｙ２ｉｔ、Ｙ３ｉｔ分别表示交
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农业碳排放，其中产业结构在本文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一三产业结构

系数”，即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之比，另一种是“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即根据泰

尔指数的计算公式获得的系数，详细解释见变量设定部分。此外，式（４）只呈现了各变量滞后一阶的
情形，即Ｙ１ｉ，ｔ－１、Ｙ２ｉ，ｔ－１、Ｙ３ｉ，ｔ－１，省略了更高阶滞后项，至于 ＰＶＡＲ模型在具体设定中包含多少阶滞后项
需要做进一步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ＰＶＡＲ模型考察的是变量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然而这些变量可能由于自身变化方式趋同，导致出
现即使彼此无关联却高度相关的情形。为了避免产生上述“伪回归”现象，必须先对模型中的各变量

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的样本量为全国３１个省份，样本期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共计１５年，后者小
于前者，属于短面板数据类型。根据单位根检验的适用性，此处选择 ＬＬＣ、ＩＰＳ及 ＨＴ检验。其中，
ＬＬＣ、ＨＴ检验基于相同单位根检验，ＩＰＳ检验基于不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２。从表中可以
看出，所有变量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各变量皆具有平稳性。

表２　平稳性检验

变量 ＬＬＣ检验 ＩＰＳ检验 ＨＴ检验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 －８．８３９ －１１．０１４ －２３．５４２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 －１６．６９１ －１４．９９６ －７６．０１７

交通路线密度 －６．４０１ －１４．００１ －２０．２１１

农业碳排放 －７．９３０ －１５．８５７ －２９．５６１

　　注：ＬＬＣ检验中的数字为调整后的Ｔ值（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ｔ）。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ＰＶＡＲ模型最优滞后期选择
ＰＶＡＲ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选择一般依据ＡＩＣ、ＢＩＣ和ＨＱＩＣ三种信息准则综合判断，三者皆按照数

值越小、模型拟合程度越佳的规则选择最优滞后期。一般而言，首先需要根据样本时长设定一个滞后

期数（此处为５），然后逐次运行该滞后期内的所有 ＰＶＡＲ模型，并按照信息准则比较模型结果，若结
果显示应该选择最大的滞后期则有必要扩大设定值再进行检验。基于上述步骤，相关检验结果如表３
所示。由于产业结构系数有两种类型的指标，所以表中报告了两组变量，可以明显看出，两组变量无

论是按照哪一种信息准则都显示ＰＶＡＲ模型应该选择滞后一期作为最优滞后期。
·５·

　刘昕禹，杨明洪，吴晓婷：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



表３　ＰＶＡＲ模型最优滞后期数选择

变量组 滞后期 ＡＩＣ ＢＩＣ ＨＱＩＣ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线密

度、农业碳排放

１ ４６．２５４^ ４６．７６０^ ４６．４５４^

２ ４６．３００ ４６．９０６ ４６．５４０

３ ４６．５９９ ４７．３１１ ４６．８８１

４ ４６．９８０ ４７．８０４ ４７．３０７

５ ４６．６０１ ４７．５４４ ４６．９７５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

线密度、农业碳排放

１ ４４．０２８^ ４４．５３４^ ４４．２２８^

２ ４４．２５２ ４４．８５８ ４４．４９２

３ ４５．００２ ４５．７１４ ４５．２８４

４ ４５．７５５ ４６．５７８ ４６．０８１

５ ４７．１１７ ４８．０６０ ４７．４９２

　　注：^表示按照ＡＩＣ、ＢＩＣ和ＨＱＩＣ准则选择的ＰＶＡＲ模型最优滞后期。

（三）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分析
由模型构建部分可知，考虑到各省份异质性，此处 ＰＶＡＲ模型包含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需要通过前向均值差分Ｈｅｒｍｌｅｔ转换进行处理，以便消除固定效应带来的影响，随后再采用广义系
统矩估计（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表４显示了估计结果。

在模型一中，包含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线密度、农业碳排放三个变量。其中，一三产业结构

系数受到其自身滞后一期和交通路线密度滞后一期的显著负向影响，而一三产业结构系数越小，表明

产业结构越高级化，所以上期的交通路线密度越大，交通状况越好，越有利于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交通

路线密度受到自身滞后一期和一三产业结构系数滞后一期的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上期产业结构越落

后的地区，本期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越大，建设速度越快；农业碳排放则受到一三产业结构系数

滞后一期和交通路线密度滞后一期的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加剧了农业碳排放

量，而交通条件的改善则降低了农业碳排放量。上述结论与互动机制分析中的相关判断一致，不过农

业碳排放量减少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模型二同样包含三个变量：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线密度、农业碳排放。其中，农林牧渔

产业结构系数受到自身滞后一期和交通路线密度滞后一期的显著正向影响，受到农业碳排放滞后一

期的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越大，说明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越极化，即某些产业更

具比较优势，该系数越小（接近０），说明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越均衡，所以上期交通越发达的地区，农
林牧渔业生产效率越极化，上期农业碳排放越大的地区，则会限制这种发展方式，转而使农林牧渔业

生产效率越均衡；交通路线密度受到自身滞后一期和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滞后一期的显著正向影

响，说明相比均衡发展的方式，农林牧渔各产业采取极化发展的方式更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跟进，否

则这种大力提高主导产业生产效率的模式可能难以实现；最后，农业碳排放受到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

数滞后一期的显著负向影响，正好呼应了两者的逆向关系，即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趋向均衡的过程会

使农业碳排放量减少，而一旦均衡程度提高后，下一期又会倾向于采取效率极化的生产方式，从而再

次增加农业碳排放量。上述结论同样与互动机制分析中的相关判断一致，只是农业碳排放与交通基

础设施的互动关系并不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ＰＶＡＲ模型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只展示了局部数据信息，其系数并不像传统
回归模型的系数代表变量间的数量关系，因而本部分只对表中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详细阐释置于后

文。同时，为避免系数数量级不同造成查看不便，表中显示的数字为统计量 Ｚ值，一来其符号与系数
符号相同，二来能更直观地得出系数的显著性。此外，表中结果只是简单反映了变量间的短期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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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能进一步说明各变量的因果关系、脉冲响应以及长期传导结果，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和

考察。

表４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滞后项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

线密度

农业碳

排放
滞后项

农林牧渔

产业结构系数

交通路线

密度

农业碳

排放

一三产业结构

系数滞后一期
－２．４５０ ５．６８０ －３．２４０

农林牧渔产业结

构系数滞后一期
２．９２０ ３．５３０ －３．３５０

交通路线密度

滞后一期
－４．５４０ ９．１９０ －１．８５０

交通路线密度

滞后一期
５．７８０ １４．１００ ０．５７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０．７００ －０．３６０ －０．８８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２．９１０ １．４９０ －１．０４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处采用格兰杰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检测各变量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检测结果如表５所示。从中可知：第一，产
业结构与交通路线密度间存在强烈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无论产业结构指代的是一三产业结构系数还
是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这种关系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说明产业结构与交通基础设施关
系密切，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变化，都需要有交通运输行业的配合，体现

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重要作用；反过来，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当地的产业结构也

会发生相应调整。第二，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间同样存在显著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但是需要区分
说明，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仅仅是影响农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反之不成立，而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

与农业碳排放则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更注重数量积累
而非质量提升，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能源消耗与农业碳排放量快速增加。尽管政府已经倡导绿色低

碳转型，但农业碳排放标准的构建与绿色政策的落实具有时滞性［３２］，所以农业碳排放量并没有作为

约束条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而在农林牧渔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量的互动中，两者互相影响，产业

间生产效率向均衡发展会促使农业碳排放量减少，而当下一期生产效率由均衡转向极化时又会引起

农业碳排放量再次增加，二者的循环动态关系展现了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第三，交通路线密度与农业

碳排放并不存在显著的双向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这源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可能包含
多种中介作用，作用间存在相互抵消的现象，致使彼此影响变得不显著。

表５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变量 因果关系 卡方值 变量 因果关系 卡方值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线密度不是原因 ２０．５７７

农业碳排放不是原因 ０．４９５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２１．６６６

农林牧渔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线密度不是原因 ３３．３５３

农业碳排放不是原因 ８．４４１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３９．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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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模型一 模型二

变量 因果关系 卡方值 变量 因果关系 卡方值

交通路线

密度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

不是原因
３２．３０７

农业碳排放不是原因 ０．１２８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３２．４５１

交通路线密度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

系数不是原因
１２．４７６

农业碳排放不是原因 ２．２１１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１５．０９７

农业碳排放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

不是原因
１０．４６８

交通路线密度不是原因 ３．４２７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１２．１４６

农业碳排放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

系数不是原因
１１．２３２

交通路线密度不是原因 ０．３２８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１２．３３３

　　注：、分别表示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脉冲响应分析

图１　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线密度与农业碳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图
注：纵轴表示冲击响应的程度，横轴表示滞后期数，中间曲线为脉冲响应趋势，两侧曲线为５００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模拟得到的９５％置信区间。

格兰杰因果检验展示了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该检验并

不能展现变量间的长期互动过程，还需要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便探寻一个变量在受到另一个变量冲

击后的长期变化轨迹。此处选择１０期作为考察期，经过蒙特卡洛（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５００次模拟后，得到
两组变量的脉冲响应图，见图１和图２。其中，位于中间的破折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的数值变化，体现
被冲击变量在滞后期内的变动趋势，位于两侧的点线和实线表示正负标准差偏离带。由图中信息可

以获取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与交通路线密度之间的图像表明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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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当产业结构需要转型升级时，也需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助推作用，这种互

动关系在受到冲击后的第一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第七期以后趋于平稳；第二，一三产业结构系数

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图像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会加剧农业碳排放，而农业碳排放的冲击对产业

结构高级化影响不大，因为图中点线和实线分别位于零轴上下方，带宽很大，并且两者之间的波动在

第二期以后便趋于稳定；第三，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与交通路线密度之间的图像表明交通条件的改

善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即该地区会利用比较优势重点发展某些产业，使产业间的效率产

生较大差异；反过来，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也需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正如图２所示，两者
的关系图都呈现山峰状，直到第七期以后趋于平稳；第四，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与农业碳排放之间

的图像表明两者的互动关系呈现循环，当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均衡化时，农业碳排放减少，但农业碳

排放减少又预示着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将出现极化，两者关系图中的破折线上下波动，第一期最大，

随后波动减小；第五，交通路线密度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图像无论是图１还是图２，都表明农业碳排放
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非常小，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大，只在交通条件改善的初

期造成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但这种影响在第二期后减弱至零轴。

图２　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交通路线密度与农业碳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图
注：纵轴表示冲击响应的程度，横轴表示滞后期数，中间曲线为脉冲响应趋势，两侧曲线为５００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模拟得到的９５％置信区间。

（六）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采用图像的形式展示了在一个变量形成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另一变量对此做出的

响应，而方差分解则是用数字的形式描述了某一变量的波动可以多大程度归结于其他变量的冲击。

如表６所示，分别为两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由此可知：第一，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农林牧渔
业生产效率变动，都对交通路线密度变动的贡献程度非常高，原因在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的样本期内，正
是中国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国家针对产业结构落后、生产效率较低的贫困地区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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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拉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第二，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

的变动有部分贡献，对应前文所述，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由于材料和能源消耗快速增加，导致农业

碳排放量加大；第三，交通路线密度与农业碳排放的长期互动关系较弱。

表６　方差分解结果

期

数

模型一被

冲击变量

模型一冲击变量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

线密度
农业碳排放

模型二被

冲击变量

模型二冲击变量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交通路

线密度

农业

碳排放

１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３８０ ０．６２０ ０．０００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１ ０．９３５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０

２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８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８９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９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７４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８

３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７４４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８

４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７４４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８

５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７４４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８

　　注：表中只列出前５期冲击情况，第６期及其后情况都与第５期相同。

五、稳健性检验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后，大致了解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进一

步考察这种关系是否稳定，需要做稳健性检验。考虑前文用交通路线密度衡量了地区交通条件，此处可

以用交通货运量做替换。交通货运量作为流量指标，同样可以反映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此，

本文将各省份公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和内河货运量三项汇总作为地区交通货运量，再运用ＰＶＡＲ模型
考察其与产业结构、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以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同样按照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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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所有变量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最优滞后期选择（最优滞后期同样为滞后一期）、格
兰杰因果检验等步骤，得到ＰＶＡＲ模型结果，考虑到篇幅，这里只列举了经过５００次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拟后
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和方差分解结果，以代表变量间的短期和长期互动关系，见表７和表８。

从两张表中可以发现，将交通路线密度替换为交通货运量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

排放之间的关系基本没发生变化，这也说明前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在于：第

一，农业碳排放对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系数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说明两者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农林牧渔业

生产效率极化增加农业碳排放量上，而农业碳排放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具有局限性；第

二，产业结构无论对交通路线密度还是交通货运量都有显著影响，但相较于对前者的影响，对后者的

影响更小，表８中对交通货运量波动的解释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其本身。

表７　替换交通基础设施指标后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

模型三 模型四

滞后项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滞后项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一三产业结构

系数滞后一期
－３．４４０ ２．１３０ －３．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业

结构滞后一期
４．２７０ ５．２００ －２．８２０

交通货运量

滞后一期
－３．８３０ ７．２８０ －１．８１０

交通货运量

滞后一期
０．６４０ ８．１２０ １．４９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０．５９０ －１．０６０ －０．８６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０ －１．１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８　替换交通基础设施指标后的方差分解结果

期

数

模型三被

冲击变量

模型三冲击变量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模型四被

冲击变量

模型四冲击变量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１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交通货运量 ０．２５７ ０．７４３ ０．０００ 交通货运量 ０．０８３ ０．９１７ ０．０００

农业碳排放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８８２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９６０

２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交通货运量 ０．３７２ ０．６２７ ０．００１ 交通货运量 ０．１８３ ０．８１６ ０．００１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５８ ０．０１２ ０．６２９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 ０．９４５

３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交通货运量 ０．４５４ ０．５４５ ０．００１ 交通货运量 ０．２２１ ０．７７７ ０．００２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６２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７ ０．９４５

４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交通货运量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２ 交通货运量 ０．２３５ ０．７６３ ０．００２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６２６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７ ０．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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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期

数

模型三被

冲击变量

模型三冲击变量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模型四被

冲击变量

模型四冲击变量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交通货运量 农业碳排放

５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交通货运量 ０．４９２ ０．５０６ ０．００２ 交通货运量 ０．２３９ ０．７５９ ０．００２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６２６ 农业碳排放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７ ０．９４４

　　注：表中只列出前５期冲击情况，第６期及其后情况都与第５期相同。

六、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中国各省份发

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省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比中西部省份更具优势，考虑到这些差距，此处

有理由认为东部较发达的省份是否会因为拥有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使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发生改变。

因此，本部分按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从总样本中抽取排名前７的省份，即上海、浙江、北
京、天津、江苏、福建、广东。上述７个省份在样本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内每年都处于前７，正好与人均ＧＤＰ
排名前７的省份对应，且它们都属于东部地区。以这７个省份为样本对象构建ＰＶＡＲ模型，同样按照前
文实证步骤进行分析，所得结果（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结果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９、表１０。

两表展示了在经济较发达的７个省份中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从
基于短期效应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来看，产业结构与交通路线密度同样具有显著的互动关系，但相
较于全国样本而言，产业结构的影响力降低，这是因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

面领先于经济较落后地区，其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幅度相对更小。此外，农业碳排放量受产业结构的

影响也降低，更多受到自身影响，即产生了“碳排放惯性”，这有别于经济较落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能
耗扩大－农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和全国样本一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业碳排
放对产业结构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仍不显著，说明在样本期内，即使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发展也并未

将农业碳排放量纳入重点考察范畴，所以没有出现因固碳减排而引发产业结构和交通结构调整的情形。

从基于长期效应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和全国样本的结果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表９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结果

模型五 模型六

滞后项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线

密度
农业碳排放 滞后项

农林牧渔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线

密度
农业碳排放

一三产业结构

系数滞后一期
－０．３６０ ０．７２０ －１．５８０

农林牧渔产业

结构滞后一期
－１．２７０ －６．３１０ －１．６９０

交通路线密度

滞后一期
－１．８１０ ３．１６０ ０．１００

交通路线密度

滞后一期
－０．９９０ ５．６９０ ０．３８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１．１２０ －２．３３０ ５．６００

农业碳排放

滞后一期
０．８７０ －０．５５０ ４．９６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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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方差分解结果

期

数

模型五

被冲击变量

模型五冲击变量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交通路

线密度
农业碳排放

模型六

被冲击变量

模型六冲击变量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交通路

线密度

农业

碳排放

１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６０４ ０．３９６ ０．０００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２０６ ０．７９４ ０．０００

农业碳排放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８５６ 农业碳排放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７ ０．８１３

２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８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５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９５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７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４０ ０．０７４ ０．６８６

３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７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９８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３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４ ０．６８３

４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９９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３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４ ０．６８３

５

一三产业

结构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交通路线

密度
０．９７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农业碳排放 ０．３９９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３ 农业碳排放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４ ０．６８３

　　注：表中只列出前５期冲击情况，第６期及其后情况都与第５期相同。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２００４年中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农村产业结构深刻变革，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农村各项事业稳步推进的同时，农业碳排放快速增长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实现三者协调发展，从而推进农

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由此出发，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
份面板数据，构建ＰＶＡＲ模型，实证探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随后利用替换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在考虑地区经济水平异质性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

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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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结构是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其中，本文产业结构有两种表示

方式，一是表征产值比重变化的一三产业结构系数，二是表征大农业内部生产效率变动的农林牧渔产

业结构系数。具体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却加大了农业碳排放量，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普遍采用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尤其是在经济较落后、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国家每年都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但也造成了农业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而在经

济较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幅度趋于平缓，因而产业结构对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作用也在减小。

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社会先行资本，为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和农林牧渔业生产效率极化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包含

多种中介作用，作用间存在相互抵消的现象，使其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第三，农业碳排放对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样本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
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就这一时期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更注重数量积累而非质量提升，农业碳排放

量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考察指标，因此中国尚未出现因固碳减排而倒逼产业结构和交通结构

转型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业碳排放还处于增长阶段，而经济较发达地区

的农业碳排放则进入“惯性依赖”阶段。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性启示在于：第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已经步入关键时期，能否推

动传统粗放式生产模式向低碳绿色生产模式转型事关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尤其是经济较落后地区还

处于用资源换经济的阶段，农药化肥的施用并未考虑对环境的破坏性，使得农业碳排放量居高不下，

对此必须及时转变发展理念，加强绿色技术推广，制定更合理、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提升农业农村循环

化和清洁化水平。第二，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保障，新时期要继续推动农村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量，同时强化交通运输与农业生产的交互作用，建立高效低碳的农产品物流

链，打造农业农村绿色运输体系。第三，农业碳排放倒逼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尚未显现，下一步应严

格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尽快完善农业绿色生产标准、农产品绿色认证体系和农业碳排放统计监测制

度，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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