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亟需煤炭行业绿色发展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群英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与经济发展，要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

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齐头并进，标志着推进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黄河流域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黄河发源于青藏高

原，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黄河流域中上游

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下游经常出现阶段

性断流，水资源匮乏。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因素，黄河

流域生态脆弱存在水土流失、耕地损失、植被退化等生态

问题，生态环境潜在风险高。同时，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2009—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生产总

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由27.0%下降到26.08%，超过50%

的城市为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资源

综合利用率低下。

煤炭行业亟需绿色发展。我国14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

有 9个分布在黄河流域，煤炭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70%，黄河流域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其中含煤面积超过

35.9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煤炭基地的高质量发展是整个

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

煤炭开采扰动和开发转化带来的系列问题，煤炭行业必

须担当起黄河流域煤炭绿色开发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的

使命。

基于黄河流域地理区位、资源情况、生态环保要求等

诸多因素，煤炭行业应以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为己

任，首先落实“生态优先”，明确绿色的发展目标，制定

适宜的发展举措，以“规划先行，采治结合”的绿色发展

为理念，替代传统的“先采煤再治理”的被动模式。其

次，以高质量为主线，贯彻好“绿色发展”，在落实国家

“六稳”“六保”任务的基础上，以新方式新动能更好的发

挥其经济价值，在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上中下

游区域之间、煤基产业链之间做到协调推进，实现绿色开

发与转化，以发展动能和方式的转变谱写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构建煤炭开发立体式生态工程，承载发展规划纲

要。以系统规划治理为准则。一是煤炭行业特征在于井下

煤炭赋存面积对应于地表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面积，开采

扰动涉及到地表的水、土、气、植、动、微等要素，煤炭

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产业下游加工转化能力水平的先进性。

二是煤炭开采涉及到自身的安全高效清洁水平，涉及到对

自然环境的扰动，涉及到煤基产业链的能力水平，涉及到

农、林、水、工业生产、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协调。三是

煤炭开发从地理空间对生态环境扰动的维度、从煤矿开采

全生命周期清洁生产的维度、从加工利用产业链先进性的

维度都需要协调共生、循环再生，必须构建三个维度的立

体式生态工程，承载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构

建煤炭开发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优化水资源量质耦合配置，安全高效保水用水。

以水资源保护为准则。水资源是西部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

展资源的“牛鼻子”，一是加大煤炭开发全生命周期中水

资源的保护、高效利用、循环再用的系统理论工程与研

究，创建示范工程、建立新的标准。因地制宜保水开采、

煤水共采，保证黄河水的安全补给和合理使用。二是在黄

河流域全域范围内，煤炭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封闭处

理，减少煤炭分散直接燃烧，推广使用优质型煤等洁净

煤，减少用煤对水、气污染。三是在水资源方面，开源和

节流多管齐下，促进绿色开采，加强煤矿水资源含水层源

头保护和控制失水，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促进水资源

区域、行业间的协调配置优化。

3） 持续加大生态修复与治理投入，建设绿色矿山。

以科学系统治理为准则。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牵头、企业出

力、群众监督的联动体系，高标准推进气废、液废、固废

治理，严格落实采煤塌陷综合治理的相关政策和专项规

划，推进煤炭与共伴生资源和矿井水、煤矸石等综合开发

利用。二是要依据区域特征，加大开采扰动与地表植被恢

复增生的科研，以保水、增绿、减灾、水沙协调等关键问

题突破为重点，使科技成为生态修复治理的第一生产力。

变被动治理为主动引导，生态自修复规律与人工修复方法

有机结合，建立起煤矿区井下工业生产与井上生态治理联

动的立体修复模式。三是加快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应用。新

一代信息化技术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技术和管理手段支撑，完善、集成煤炭行业黄河流域生态

治理大数据平台，以智能化技术手段和大数据为生态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指导、监控和评价，实现流域内

煤炭开发绿色和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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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人类

生存的物质基础[1]。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使用和消

耗能源，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问题[2]。世

界各国面临着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不

协调等问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能

源 （Energy） -经济 （Economy） -环境 （Environ⁃
ment）（3E）系统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日益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刘莉娜 1，曲建升 1，2，韩金雨 2 ，张洪芬 3

（1.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3.国家海洋信息

中心，天津 300171）

摘 要：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可为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供政策参考。基于 2005—2017年黄河流域流经 9个省（区）的数据，构建能源-经济-环境（3E）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综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其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黄河

流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仍然存在矛盾；2005—2017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协调

发展呈现出从勉强协调到高度协调趋势，不同子系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9省（区） 3E系统耦合协

调发展也呈现出勉强协调到高度协调的时间演化趋势；从空间差异视角分析，黄河流域 3E系统耦

合协调发展仅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且呈现显著的省（区）差异，其中，青海省、四川省 3E系统耦

合协调发展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远高于其他省（区）。

关键词：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8－0004－09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A0602803）
通讯作者：曲建升（1973—），男，山东莱阳人，博士，研究员，

主要从事气候政策与温室气体排放评估。E-mail：jsqu@lzb.ac.c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energy-economy-
environment（3E） 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u Lina1，Qu Jiansheng1，2，Han Jinyu2，Zhang Hongfen3

（1.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China；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
vironment，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3. National Oceanic Information Center，Tianjin 300171，China）

Abstract：Energy，economy，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ment each other，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can provide a policy reference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9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5 to 2017，an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3E） system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and it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weighting meth⁃
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til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energy，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5 to 2017，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3E 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ed a trend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highly coordinated，with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among different subsystems.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3E systems in 9 provinces and regions also
showed a time evolution trend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highly coordin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fferenc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3E 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only at a barely coordinated level，and there a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rovinces and regions. Among them，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3E systems in Qinghai and Si⁃
chuan provinces is at a moderate level of coordination，much higher than other provinces.
Key words：Yellow River Basin；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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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因此，3E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耦合协调

发展研究，可以为实现能源、经济、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将为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3E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通过对 3E系统研

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关于 3E系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 3E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相互关系两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多目标线性

规划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因果关系模型等，

对能源、经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根据

3E系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研究内容也有所不

同，从不同研究视角来看，大致可以将 3E系统研

究分为 3类：①对 3E系统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进

行分析，比如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4-7]；②对 3E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比如，对中国、澳

大利亚、“一带一路”等国家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进行分析[3，8-11]；③对 3E系统与外部影响的分

析，包括对能源结构、碳排放配额、技术创新等

方面的影响[12-14]。综上所述，国内外对 3E系统的

研究越来越深入，重点关注 3E系统各子系统之间

的相互关系。3E系统的研究尺度主要从整个国家

或者某个省 （区） 出发，而针对特殊区域 （比如

具有特殊生态地位的黄河流域）的 3E系统研究还

相对较少。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着力

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是重大的国家战略。黄河流域面

积广阔，涉及人口众多，2017年，黄河流域流经 9
个省 （区） 的总人口约为 4.18亿人，约占全国的

30.14%， GDP 约为 221 219 亿元，约占全国的

26.59%[15]，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

源基地和重工业基地。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

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对我国未来经

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

然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还相

对落后，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西部地区

居民生活的基本条件仍需改善。黄河流域的能源、

经济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基于此，本研究构建

黄河流域 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从时间演化

和空间差异两个角度分析黄河流域 2005—2017年 9

个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变化，厘清黄河

流域 3E系统耦合发展特征，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撑。

1 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耦合评价方法

1.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旨在揭示黄河流域 3E系统协调发展的

整体特征以及 9个省（区）耦合格局，因此需要建

立反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3E系统

评价体系。本研究在考虑 3个系统相互依赖关系的

基础上，借鉴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绿色

发展指标体系》 和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

系》 [16]以及已有的 3E系统指标评价成果[1-3]，进一

步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指标构建原

则，建立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见

表1。
1.1.2 评价指标综合赋权

由于原始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和变

异程度，在对评价指标赋权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

标准化。本文结合应用广泛的熵值法与变异系数

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赋权，以避免由主观因素

带来的偏差。

熵值权重的计算公式为[17，18]

WEij = Cij

∑
i = 1

n∑
j = 1

m C ij
（1）

其 中 ， Cij = 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ln ( n )∑i = 1
n∑

j = 1

m

( )pij ln ( pij ) ；

pij = X *
ij

∑
i = 1

n∑
j = 1

m

X *
ij

；i为第 i个样本；j为第 j个指标；n为

样本个数；m为指标个数；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评

价指标数据；pij为评价指标的比重；Cij为评价指标

的差异系数；WEij为评价指标的熵值权重。

变异系数权重的计算公式为[17，18]

WVij = Vij
∑
i = 1

n∑
j = 1

m Vij
（2）

式中：Vij = σij

-Xij

；i为第 i个样本；j为第 j个指标；n

为样本个数；m为指标个数；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

评价指标数据；
-Xij为评价指标的平均值；WVij为评

价指标的变异系数权重。

刘莉娜等：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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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

能源利用

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准则层

能源总量

能源结构

能源效益

经济水平

经济结构

经济效益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环境效益

指标

能源生产总量

能源消费总量

原煤生产总量占比

电力生产总量占比

原煤消费总量占比

电力消费总量占比

能耗强度

人均能耗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最终消费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能源工业投资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财政收入

GDP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最终消费率

固定资产占比

能源工业投资率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率

财政收入占比

GDP指数

人均GDP
人均居民消费

人均可支配收入

废水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

烟（粉）尘

CO2排放

工业固废

生活垃圾

供水能力

工业废物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

造林面积

人均水资源

城市空气质量

城市绿化面积

编号

A11
A12
A21
A22
A23
A24
A31
A32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31
B32
B33
B34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21
C22
C23
C24
C31
C32
C33

单位

万 tce
万 tce
%
%
%
%

tce/万元

kgce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元

亿元

亿元

%
%
%
%
%
%
%
%
1

元/人
元/人
元/人
万 t
万 t
万 t

百万 t
万 t
万 t
%
%
%

千hm2
M3/人
%

万hm2

属性

正

负

负

正

负

正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正

正

正

正

负

正

负

负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含义

能源生产总量

能源消费合计

原煤生产总量占比

电力生产总量占比

原煤消费总量占比

电力消费总量占比

能源消费总量/GDP
人均能源消费量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支出法生产总值最终消费

固定资产投资

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地方财政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GDP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最终消费/GDP
固定资产/GDP

能源工业投资/GDP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财政收入/GDP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废水排放总量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烟（粉）尘排放总量

CO2排放总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

生活垃圾清运量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造林面积

人均水资源量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

城市绿化面积

表1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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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综合赋权公式如下[17，18]：

Wij = WEij × WVij
∑
i = 1

n∑
j = 1

m

WEij × WVij
（3）

式中：Wij为各项指标综合权重。

1.1.3 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了进一步理解 3E系统之间耦合与协调关系，

本文基于 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及综合权重，

构建 2005—2017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

模型，得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耦合协调发展系

数不仅可以反映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之间

的相互关系，还可以深入分析 3E系统发展格局和

空间差异。

各子系统评价指数如下式所示[17-19]：

ì

í

î

ï
ï

ï
ï

f ( )x =∑i = 1
n ∑j = 1

a Wxij x
*
ij

f ( )y =∑i = 1
n ∑j = 1

b Wyij y
*
ij

f ( )z =∑i = 1
n ∑j = 1

c Wzij z
*
ij

（4）

式中：x，y，z分别为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

子系统；f（x），f（y），f（z） 分别代表各子系统

综合评价指数；n为样本数；a，b，c分别为各子

系统具体指标数量； Wxij，Wyij，Wzij分别为各子系

统中指标权重；x*ij，y *ij，z*ij分别为各子系统中标准

化后的指标数据。

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ì

í

î

ïï

ïï

Txy = α f ( )x + βf ( )y
Tyz = βf ( )y + +γf ( )z
Txz = α f ( )x + γf ( )z

（5）

式中：xy，yz，xz分别为能源-经济、经济-环境、

能源-环境子系统；Txy，Tyz，Txz分别为各子系统

综合评价指数；α = β = γ = 1/2，为各子系统影响

程度权重。

子系统的耦合度模型为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Cxy = 2 f ( )x f ( )y
f ( )x + f ( )y

Cyz = 2 f ( )y f ( )z

f ( )y + f ( )z
Cxz = 2 f ( )x f ( )z

f ( )x + f ( )z

（6）

式中：Cxy，Cyz，Cxz分别为各子系统耦合度。

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计算模型如下所示：

ì

í

î

ï
ï

ï
ï

Dxy = Cxy × Txy
Dyz = Cyz × Tyz
Dxz = Cxz × Txz

（7）

式中：Dxy，Dyz，Dxz分别为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系数。

3E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3E = α f ( )x + βf ( )y + γf ( )z
式中：3E为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T3E为
3E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 = β = γ = 1/3，为3E系统

中各子系统的影响程度权重。

3E系统的耦合度模型为

C3E = 3 f ( )x f ( )y f ( )z
3

f ( )x + f ( )y + f ( )z （8）
式中：C3E为3E系统耦合度。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计算模型如下所示：

D3E = C3E × T3E （9）
其中，D3E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耦合

协调发展系数在 0~1之间，耦合发展系数越大，说

明系统耦合发展水平越好。根据已有研究，本研

究将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为 5个等级：0.00—0.20
为高度失调；0.21—0.40为中度失调；0.41—0.50
为濒临失调；0.51—0.60为勉强协调；0.61—0.80
为中度协调；0.81—1.00为高度协调[17-19]。
1.2 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个省（区）。本

研究以这 9个省（区）为研究区，构建黄河流域能

源-经济-环境（3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研

究数据主要包括能源利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3
个子系统，具体分为能源总量、能源结构、能源

效益、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环境污

染、环境治理和环境效益 9个准则层，总计 42个
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8年《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现状

黄河流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

在全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见表 2。
2017年，黄河流域流经 9个省（区）的能源生产总

量约为 22.24亿 tce，约占全国的 62.04%，能源消

刘莉娜等：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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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总量约为 14.64亿 tce，仅占全国总量的 32.64%。

其中，黄河流域中上游省（区），包括陕西省、山

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能源生产总量占绝对优势，

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省、河南省、山西

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比较大。黄河流域对全国经济

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017年，黄河流域的GDP
总量约占全国的 26.59%。其中，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 30.10%、

29.48%和 23.90%。最终消费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

约为 113 652亿元和 20 141亿元，分别约占全国的

24.90%和 11.67%。从黄河流域的空间格局来看，

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和河南省的GDP总量、最终消

费总量和财政收入对黄河流域的整体贡献最大，

其次为黄河流域上游的四川省。同时，黄河流域

对全国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废水

排放、SO2排放、CO2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总量几

个主要环境影响指标来看，黄河流域分别约占全

国的 25.86%、 38.53%、 45.55%、 44.90%。其中，

黄河中下游省份，包括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

的贡献占比最大。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经济发展落

后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而黄河流域中上游对

能源开发与利用以及对环境影响的贡献占比远小

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整体能源开发与利

用以及对环境影响贡献的全国占比大于经济发展

水平的全国占比，这说明黄河流域仍然存在能源、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矛盾，对黄河流域 3E系统

进行综合评价至关重要。

2.2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

根据上述耦合协调评价方法，以时间为样本

数，计算得出 2005—2017年黄河流域 3E系统和子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如图 1所示。根据 3E系

统（D3E）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可以看出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趋势。2005—2008年，3E系统发展水平呈现下降

趋势，2009—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05
—2010年，系数介于 0.56~0.59之间，处于勉强协

地区

中国

黄河流域

占比/%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能源生产

/亿 tce
35.85
22.24
62.04
0.33
1.20
0.57
0.53
5.15
6.59
5.46
1.01
1.40
1.48
5.40
2.56
2.38
23.16
29.63
24.55
4.54
6.29

能源消费

/亿 tce
44.85
14.64
32.64
0.42
1.71
0.75
0.68
1.25
1.68
1.99
2.29
3.87
2.87
11.68
5.12
4.64
8.54
11.48
13.59
15.64
26.43

GDP/亿元

832 036
221 219
26.59
2 625
36 980
7 460
3 444
21 899
15 528
16 096
44 553
72 634
1.19
16.72
3.37
1.56
9.90
7.02
7.28
20.14
32.83

最终消费

/亿元

456 518
113 652
24.90
1 815
19 366
5 148
2 113
9 675
8 756
8 463
23 130
35 186
1.60
17.04
4.53
1.86
8.51
7.70
7.45
20.35
30.96

财政收入

/亿元

172 593
20 141
11.67
246
3 578
816
418
2 007
1 867
1 703
3 407
6 099
1.22
17.76
4.05
2.08
9.96
9.27
8.46
16.92
30.28

废水/亿 t
699.66
180.91
25.86
2.71
36.24
6.45
3.07
17.60
13.51
10.43
40.91
49.99
1.50
20.03
3.57
1.70
9.73
7.47
5.77
22.61
27.63

SO2/万 t
875
338
38.63
9
39
26
21
28
57
55
29
74
2.66
11.54
7.69
6.21
8.28
16.86
16.27
8.58
21.89

CO2/亿 t
115.53
52.63
45.56
0.49
2.30
1.74
2.26
6.38
15.21
7.65
5.58
11.02
0.93
4.37
3.31
4.29
12.12
28.90
14.54
10.60
20.94

固废/亿 t
33.16
14.89
44.90
1.30
1.38
0.53
0.49
1.01
3.42
2.80
1.57
2.39
8.73
9.27
3.56
3.29
6.78
22.97
18.80
10.54
16.05

表2 2017年黄河流域主要能源、经济、环境指标

注：数据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2017年各省（区）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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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平。2012—2016年，系数介于 0.61~0.78，处

于中度协调水平。到 2017年，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系数为 0.81，超过高度协调发展水平标准

（0.80），达到了高度协调的最低标准。由此可见，

近 13年，从时序特征来看，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从勉强协调到中度协调再到

高度协调的良好发展趋势。

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时间

演化趋势上存在很大差异。整体而言，能源—经

济子系统 （Dxy）、能源—环境子系统 （Dxz） 与 3E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的时间演化趋势相一致，

2005—2008年呈现下降趋势，2009—2017年呈现

上升趋势，在 2005—2010 年、 2011—2016 年、

2017年期间分别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中度协调水

平和高度协调水平。2005—2013年，经济—环境

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高于能源—经济、能源

—环境子系统，而在 2014年之后，逐渐低于这两

个子系统。从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看，经济—环

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下降—上升

的趋势。近 13年，黄河流域能源—经济、能源—

环境子系统呈现出勉强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

调的发展趋势，而经济—环境子系统整体处于中

度协调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这表明经

济—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速度低于另外两个

子系统，未来更应关注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

展关系。

注：D3E、Dxy、Dyz、Dxz分别表示3E系统、能源—经济子系统、经

济—环境子系统和能源—环境子系统耦合系统发展系数。

图1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2.3 黄河流域各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

时序特征

为了深入分析黄河流域各省（区） 3E系统耦

合系统发展演化特征，以时间为样本数，计算得

出 2005—2017年 9个省 （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系数，如图 2所示。从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来

看，青海省、四川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的 3E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甘肃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

山西省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上升—下降

—上升的时序演化趋势。 2005—2010年， 9省

（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勉强协调

水平，2011—2017年整体呈现中度协调水平，其

中，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

中度协调水平稍微滞后。从能源—经济子系统耦

合协调发展系数来看，青海省、四川省、河南省

和山东省的能源—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又上升的时序演化趋势，这与 3E系统耦合协调

发展趋势相一致。同时，黄河流域经济—环境子

系统、能源—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与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保持一致。青

海省、甘肃省、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的 3E系

统和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变化趋势较为平缓，而

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 3E系

统和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变化趋势较为明显。结

果显示，近 13年，从黄河流域各省 （区） 3E系

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化角度来看，也呈

现出从勉强协调到中度协调再到高度协调的发展

趋势。

2.4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省（区）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系统发

展的空间差异，以 9个省（区）为样本数，计算得

出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17年各省 （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如图 3所示。2005年、

2010年、2015年和 2017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系数均介于 0.52~0.58之间，这说明从黄

河流域空间差异角度来看，其 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均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同时，2005—2017年，

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了先略微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

势，而且这种趋势具有较为显著的省（区）差异。

2005年，四川省、青海省 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介

于 0.65~0.68之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其中，青

海省能源—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大于

0.80，处于高度协调水平。山东省、陕西省、河南

省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略低于平均水平，耦合协

调发展系数介于 0.51~0.59之间，处于勉强协调水

刘莉娜等：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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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其中，陕西省能源—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而甘肃省、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3E系统耦合协调

发展低于平均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介于 0.35~
0.49之间，处于中度失调和濒临失调水平。

与 2005年相比，2010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呈现略微上升的趋势。青海省、四川省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处

于中度协调水平。青海省能源—环境子系统的耦

合协调发展系数为 0.84，大于 0.80，处于高度协调

水平。仅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

展远低于平均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为 0.36，介

于 0.30~0.40之间，处于中度失调水平。其他省

（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介于 0.54~0.58之

间，处于勉强协调水平。

2015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与 2010年相比持平。四川省、青海省 3E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处于中度协调

水平。青海省能源—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大于 0.80，处于高度协调水平。仅有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远低于平均水

平，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为 0.38，介于 0.30~0.40之
间，处于中度失调水平。其他省（区） 3E系统耦

合协调发展系数介于 0.53~0.59之间，处于勉强协

调水平。

与 2015年相比，2017年黄河流域 3E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四川省、青海省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耦

图2 黄河流域9个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注：D3E、Dxy、Dyz、Dxz分别表示3E系统、能源—经济子系统、经济—环境子系统和能源—环境子系统耦合系统发展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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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调发展系数介于 0.62~0.71之间，处于中度协

调水平。同样的，仅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3E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远低于平均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系

数为 0.37，介于 0.30~0.40之间，处于中度失调水

平。其他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介于

0.52~0.60之间，处于勉强协调水平。

3 结 论

1）黄河流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

展仍然存在矛盾。从能源、经济、环境现状来看，

其能源生产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超过60%，主要环境

指标在全国占比超过 35%，而 GDP总量占全国的

比例却小于30%。黄河流域是国家主要的能源生产

和供应基地，但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尤其

是黄河流域中上游欠发达地区，其发展规模与能

源环境承载之间的矛盾还很明显。协调黄河流域

3E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大力促进黄

河中上游地区能源转型、加强黄河中下游地区能

源技术开发[20]、建立科学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指标、确立合理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开发格局[21]，
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尤为重要。

2）从时序特征分析，2005—2017年，黄河流

域及流经 9省（区） 的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均呈

现出勉强协调—高度协调的趋势，但不同子系统

之间的耦合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近 13年，能

源—经济、能源—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

间演化趋势与 3E系统相一致，经济—环境子系统

一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但在 2013年之后，其略

低于前两个子系统。这说明黄河流域未来发展过

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经济—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发

展关系。在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源

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加强污染治理力度，促进黄

河流域能源产业改革，推动绿色生产和消费，逐

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应

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3）黄河流域 9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呈现勉强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发展变化趋

势，但是从空间差异角度来看，3E系统耦合协调

发展呈现显著的省 （区） 差异。青海省、四川省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而其他

省 （区） 均未达到中度协调发展水平。根据黄河

流域9省（区） 3E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需要

制定因地制宜的协调发展策略。发挥黄河流域上

游、中游、下游省 （区） 和城市的经济特色，不

搞粗放型发展，逐步实现黄河流域整体、省

（区）、城市和城市群的能源、经济、环境统筹发

展，促进各省（区）树立 3E耦合协调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

尽管本文对黄河流域及各省（区） 3E系统耦

合协调发展进行评价和分析，从时空角度厘清黄

图3 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刘莉娜等：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注：D3E、Dxy、Dyz、Dxz分别表示3E系统、能源-经济子系统、经济-环境子系统和能源-环境子系统耦合系统发展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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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及各省（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

演化和空间格局，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比如，构建 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指标上，

受到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在研究对象上仅考虑

了黄河流域及 9个省 （区），时间跨度上仅选择

2005—2017年数据。因此，时间跨度相对有限，

研究对象还有待拓宽。黄河流域 3E系统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多因

素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并

将研究对象拓宽到省会城市、城市群等城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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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

署，明确指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促进经济、能源与环境协同发展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必经途径，实现

经济、能源和环境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

议题。

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能源消耗、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研究，Ariovaldo Lopes de
Carvalho[1]借助混合输入输出多目标模型，研究了

巴西能源-经济-环境评价的协调关系；Xin Yan et
al.[2] 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 2007—2016年澳大利亚

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协调发展进行了

定量研究；Fei Ye[3]以广东为例，认为将二氧化碳

排放配额纳入考虑范围有利于缓解能源-经济-环

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刘志雄 1，陈红惠 2

（1.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广西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是破解资源稀缺难题、改善生态环境和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途径。构建能源-经济-环境指标体系，基于黄河流域 9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了黄河流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的发展状况、协调关系及其关联度。结果表明：①各子系统发

展水平小幅波动频繁，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但区域差异明显；②各省（区）的能源-经
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均较高，耦合协调度则普遍偏低，多处于低水平耦合的发展阶段，但整体呈

现提升优化趋势；③环境因素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性最强，能源与经济子系统次之。为进一步

促进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我国需要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内要素流通与

汇聚，重视生态文明常态化建设。

关键词：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8－0013－0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economy and environ⁃

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u Zhixiong1，Chen Honghui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Guangxi Univer⁃

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is a ke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carcity of re⁃
sources，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an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index system，based on panel data of nin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develop⁃
ment status，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nd correla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energy，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studied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①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ach subsystem fluctuates slightly and
frequently，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tus is relatively stable，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obvious.②The energy-econo⁃
my-environment system of each province has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g，whil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generally
low，mostly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low-level coupling，but the overall trend is improving and optimization.③Environmen⁃
tal factors have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degree of system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followed by energy and econom⁃
ic subsystem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
sin，my country needs to formulate a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promote the circul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elements
in the region，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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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体系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内

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分析能

源、经济和环境之间的二元关系。例如，研究动

态 CGE模型视角下能源补贴改革对环境污染治理

的影响分析[4]、模拟能源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的影响[5]、分析环境约束下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影响[6]，研究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

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

效应[7]等。其二，综合研究能源-经济-环境系统。

例如，李力等[8]运用 ESDA与 PLS 路径模型，探讨

中国省域能源-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的空间分布特征、动态演进规律与空间集聚效应；

邱立新等[9]基于大数据思维视角阐述了能源-经济-
环境大数据平台构建的可行性；逯进等[10]研究了我

国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的动态演化。此外，

研究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进行的协调度测算与评

析等问题也较为集中[11-13]。
在以黄河流域为对象的研究中，现有文献更

多地集中于研究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4]、分析黄河生态文化传播对能

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15]、探究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16]等问题。可见，

以黄河流域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元关系分

析方面，对其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综合研究较

少，这些不足为本文研究黄河流域省（区）能源-
经济-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空间。本文利用黄河

流域 9个省（区） 2010—2017年能源、经济和环境

相关数据，采用加权 TOPSIS模型、耦合协调度模

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力求全面

了解我国黄河流域能源、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发展

状况，剖析黄河流域省（区）能源-经济-环境协

同发展水平，为进一步促进其经济、能源和环境

协同发展提出可行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加权TOPSIS模型及指标构建

1948年，Shannon将信息熵概念引入信息论中

并提出信息熵理论：事物出现的不确定性用熵表

示，熵值越大，则其涵盖的信息量越少，不确定

性提高，反之亦然[17]。熵权法是在信息熵理论基础

上建立的客观赋值法，基于这一方法构建的评价

模型可以较好地避免由于主观性过强而使得评价

结果不具有说服力及计算量过大的缺点，拥有较

高的可信度及较强的可操作性。

假设 xij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根

据式（1），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为

x'ij = xij - min ( )xij
max ( )xij - min ( )xij

（1）

x'ij = max ( )xij - xij
max ( )xij - min ( )xij

（2）
式（1）为正向指标标准化计算公式，式（2）

为 负 向 指 标 标 准 化 计 算 公 式 。 其 中 i=1， 2，
…， n； j=1，2，…， m。式中，xij为第 i个评价

对象第 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x'ij为第 i个评价对

象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max ( xij )和min ( xij )分
别为第 i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根据式 （3），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国家占

该指标的比重：

sij = xij

∑
i = 1

n

xij

（i=1，2，…，n; j=1，2，…，m） （3）

根据式（2），计算 xij的熵值：

hj = -∑
i = 1

n

sij lnsij （4）
根据式（5），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j = 1 - hj （5）
根据式（6），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

Wj = dj

∑
j = 1

n

dj

（6）

第 i年我国黄河流域各省 （区） 的能源、经

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合成指标分

别为

Xsystem =∑
i = 1

n

wj sij （7）
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1.2.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能够直观地反映事物间的协调状态，

计算公式为

C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Ei × Ej × Ek
( )Ei + Ej + Ek

3
3

1
3

（8）

其中，Ei、Ej和Ek分别表示能源、经济、环境

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

[0，1]，C越接近 1，表示各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大；

C越接近0，表示各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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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取值范围

发展阶段

严重失调

[0，0.2）
低水平耦合

中度失调

[0.2，0.4）
低水平耦合

濒临失调

[0.4，0.5）
拮抗

临界协调

[0.5，0.6）
磨合

初级失调

[0.6，0.7）
磨合

中度协调

[0.7，0.8）
磨合

良好协调

[0.8，0.9）
高水平耦合

优质协调

[0.9，1.0）
高水平耦合

表1 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及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兼顾了互动作用大小和协调水平

的两个分析维度，为了更好地反映黄河流域各省

（区） 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

平，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如下：

D = C × T （9）
其中，T = αEi + βEj + δEk，耦合协调度的取

值D的取值范围为[0，1]，鉴于能源、经济、环境

协调过程中三者具有相同的地位，故令 α = β =
δ = 13。同时，借鉴胡志强等[19]和李建辉[13]等学者的

研究成果，将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类

型划分，见表1。
1.3 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源于灰色系统理论，其通过不

同指标间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分析判断各个指标

的关联程度，是对某一系统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定

量分析的常用方法。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

究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与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据此，将黄

河流域各省（区）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

调度及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看作一个灰色系统，把耦合协调度设为参考数列，

将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设为比较数列，利用软

件DPS7.05版本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

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2.1 指标选取

为考察黄河流域各省 （区） 能源-经济-环境

协同发展水平，本文在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

统分别选取指标，构建各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见

表 2。具体来看，能源子系统主要从总量、结构和

效益切入，涉及 6个指标；经济子系统主要从总

量、结构和质量切入，涉及 12个指标；环境子系

统主要从污染和治理切入，涉及7个指标。

2.2 研究范围及数据说明

本文所研究的黄河流域包括 9个省（区）：青

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

河南和山东。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各省

（区）统计年鉴，选取 2010—2017年 9省（区）能

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各指标数据作为分析

对象，进行测度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3.1.1 能源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黄河流域 9省（区）的能源子系统综合发展水

平测度结果，见表 3。总体来看，除内蒙古、陕西

和山西 3个省（区）外，其余 6省（区）的能源综

合发展水平均值都低于 0.1，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具体来看，比较 2010年与 2017年数据，四川、宁

夏、河南、陕西和山东 5个省（区）的能源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正增长，其中山东水平提升较

快，由 2010年的 0.075 9增长至 2017年的 0.130 9；
其余4省（区）则出现负增长。

3.1.2 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黄河流域 9省（区）的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

平测度结果，见表 4。总体上看，除四川、河南和

山东外，其余省 （区） 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

都低于 0.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具体来看，各省

（区）历年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波动频繁，但波动

幅度较小，其中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和河南 5
个省 （区） 的 2017年的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较

2010年有明显增长，其中陕西经济发展水平增速较

快，由 2010年的 0.079 1增长至 2017年的 0.135 9；
其余 5省（区）则出现下降趋势。并且各省（区）

间经济子系统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如 2017年
青海经济子系统测度结果为0.031 3，与山东0.340 9
相差约0.370 6，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3.1.3 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黄河流域 9省（区）的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

平测度结果，见表 5。总体来看，除了青海、甘肃

和宁夏 3个省（区）外，其余 6省（区）的环境综

合发展水平均值都大于 0.1，环境保护得到重视。

具体来看，各省 （区） 间环境质量测度结果存在

较大差异，如 2016年宁夏环境子系统测度结果为

0.054 5，与山东 0.255 8相差约 0.201 3，地区差异

刘志雄等：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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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青海

0.098 6
0.030 1
0.067 4
0.068 1
0.068 1
0.082 1
0.104 4
0.075 6
0.074 3

四川

0.073 4
0.045 3
0.082 4
0.079 2
0.079 2
0.093 2
0.074 7
0.077 9
0.075 7

甘肃

0.096 2
0.029 8
0.068 3
0.072 7
0.072 7
0.093 2
0.124 2
0.068 1
0.078 1

宁夏

0.090 2
0.033 5
0.087 7
0.081 6
0.081 6
0.074 5
0.102 5
0.113 1
0.083 1

内蒙古

0.178 8
0.147 1
0.195 3
0.209 6
0.209 6
0.173 9
0.150 8
0.164 3
0.178 7

陕西

0.110 6
0.093 1
0.151 1
0.147 0
0.147 0
0.146 8
0.125 3
0.134 6
0.131 9

山西

0.180 9
0.170 5
0.209 6
0.206 3
0.206 3
0.201 4
0.183 4
0.131 5
0.186 2

河南

0.095 3
0.043 8
0.069 1
0.066 5
0.066 5
0.069 2
0.081 6
0.104 0
0.074 5

山东

0.075 9
0.042 1
0.069 1
0.069 1
0.069 1
0.065 7
0.053 1
0.130 9
0.071 9

表3 能源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

属性

一级

能源

经济

环境

二级

能源总量

能源结构

能源效益

经济总量

经济结构

经济质量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指标名称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万 tce
能源消费总量/万 tce
能源消费增长率/%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
石油、天然气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

单位GDP能耗/（亿元·万 tce-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比重/%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万元

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人均GDP/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人均废水排放量/（万 t·万人-1）

人均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万人-1）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万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1）

节能环保占财政支出比例/%

公式及定义

煤炭消费总额/能源消耗总量

石油、天然气消费总额/能源消耗总量

地方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方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方生产总值

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总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总额/地方生产总值

废水排放总量/常住人口

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常住人口

节能环保支出/财政总支出

指标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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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青海

0.034 1
0.034 3
0.034 2
0.029 2
0.029 2
0.045 6
0.031 0
0.031 3
0.033 6

四川

0.109 7
0.110 4
0.117 2
0.109 0
0.109 0
0.109 3
0.117 0
0.123 8
0.113 2

甘肃

0.033 0
0.036 5
0.036 9
0.050 9
0.050 9
0.060 3
0.045 9
0.033 3
0.043 5

宁夏

0.034 4
0.037 9
0.041 2
0.051 9
0.051 9
0.055 2
0.045 4
0.044 9
0.045 4

内蒙古

0.083 5
0.085 0
0.082 0
0.081 8
0.081 8
0.074 8
0.078 1
0.071 8
0.079 8

陕西

0.079 1
0.078 4
0.079 5
0.074 3
0.074 3
0.115 6
0.124 1
0.135 9
0.095 2

山西

0.079 2
0.076 3
0.075 9
0.092 5
0.092 5
0.083 8
0.075 1
0.058 4
0.079 2

河南

0.143 2
0.144 4
0.148 4
0.138 8
0.138 8
0.134 4
0.145 3
0.159 6
0.144 1

山东

0.403 7
0.397 0
0.384 6
0.371 5
0.371 5
0.320 9
0.338 1
0.340 9
0.366 0

表4 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

表5 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青海

0.066 0
0.078 3
0.066 0
0.077 4
0.077 4
0.085 7
0.055 9
0.038 4
0.068 1

四川

0.095 8
0.114 6
0.110 6
0.116 0
0.116 0
0.094 8
0.086 6
0.098 2
0.104 1

甘肃

0.087 4
0.099 0
0.089 0
0.073 5
0.073 5
0.063 5
0.085 8
0.103 8
0.084 4

宁夏

0.087 2
0.064 5
0.062 8
0.060 0
0.060 0
0.066 3
0.054 5
0.075 3
0.066 3

内蒙古

0.098 6
0.107 8
0.105 4
0.113 1
0.113 1
0.132 0
0.117 0
0.116 0
0.112 9

陕西

0.127 0
0.113 1
0.113 9
0.114 0
0.114 0
0.111 4
0.082 5
0.090 5
0.108 3

山西

0.121 6
0.110 0
0.116 3
0.117 6
0.117 6
0.098 8
0.108 1
0.120 6
0.113 8

河南

0.106 0
0.109 7
0.104 2
0.115 5
0.115 5
0.118 7
0.153 9
0.141 7
0.120 7

山东

0.210 3
0.203 0
0.231 8
0.212 8
0.212 8
0.228 8
0.255 8
0.215 3
0.221 3

表6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度测算结果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各省均值

青海

0.914 0
0.909 0
0.955 6
0.920 4
0.920 4
0.962 5
0.886 8
0.928 4
0.924 6

四川

0.986 5
0.921 8
0.988 6
0.986 6
0.986 6
0.997 4
0.982 4
0.982 4
0.979 0

甘肃

0.903 6
0.863 3
0.938 7
0.986 2
0.986 2
0.980 6
0.923 6
0.902 7
0.935 6

宁夏

0.916 2
0.958 6
0.954 6
0.982 1
0.982 1
0.992 5
0.938 3
0.933 5
0.957 2

内蒙古

0.945 6
0.974 9
0.933 4
0.924 8
0.924 8
0.943 6
0.965 1
0.946 0
0.944 8

陕西

0.981 2
0.988 8
0.966 8
0.962 6
0.962 6
0.992 4
0.982 2
0.983 1
0.977 5

山西

0.945 7
0.947 4
0.916 6
0.943 2
0.943 2
0.926 5
0.934 5
0.941 8
0.937 4

河南

0.984 8
0.891 4
0.953 4
0.955 3
0.955 3
0.962 0
0.962 7
0.984 3
0.956 2

山东

0.809 3
0.702 3
0.802 2
0.808 5
0.808 5
0.823 7
0.770 9
0.928 2
0.806 7

区域均值

0.931 9
0.906 4
0.934 4
0.941 1
0.941 1
0.953 5
0.927 4
0.947 8
0.935 4

刘志雄等：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显著。

3.2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

3.2.1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度测算分析

除山东省外，其余省 （区） 的能源-经济-环
境系统的耦合度测算结果均大于 0.9；区域历年耦

合度均值均大于 0.9，表明耦合状态较好，各子系

统间关联紧密，交互作用强，见表6。

3.2.2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分析

黄河流域各省 （区） 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

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见表 7。总体来看，除山东

省外，其余省 （区） 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 [0.2，
0.4]，这表明黄河流域各省（区）的能源-经济-环
境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普遍属于中度失调等级，处

于低水平耦合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 2010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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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四川、宁夏、陕西、河

南和山东 5个省（区）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

协调度呈现优化提升趋势，超过半数省 （区） 的

耦合协调度较之以往年度有了很大程度的优化，

这与十八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

理念”的提出和贯彻执行密切相关。具体来看，

各省（区）历年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水平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如 2017年山东省能源-经
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为 0.461 1，与最低值青海

的0.212 1相差约0.248 9，区域差异显著。

3.3 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与

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分析

为考察黄河流域各省 （区） 能源-经济-环境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情况，本文

分时段做进一步分析，见表 8。从黄河流域各省

（区）两个时段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来看，黄河流域

各省 （区） 在 2010—2013年中能源和经济子系统

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处于中等关联，环境

子系统则处于高等关联；在 2014—2017年期间能

源、经济和环境子系统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

度则均处于中等关联。从变动情况上看，环境因

素在两个时段内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始终最大，

表8 黄河流域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与其系统耦合协调

度的关联度分析

注：关联程度分为高度关联（关联度≧0.65）、中度关联（0.65
<关联度≦0.35）和低度关联（关联度<0.35）。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现；相较于第一时段的关联

度结果，第二时段内能源和经济因素对耦合协调

度的影响有较小幅度的提升，新时代能源和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使得其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

响程度不断加深。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 论

从黄河流域各省 （区） 的能源、经济、环境

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来看，各省（区）

各子系统的历年综合发展水平波动频繁，但波动

幅度较小，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但是

区域差异明显，区域发展协调性欠缺。具体来看，

各省 （区） 能源和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普

遍较低，大部分省 （区） 的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均值都大于0.1，环境保护重视程度较为理想。

从黄河流域各省 （区） 的能源-经济-环境系

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来看，各省份的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均较高，各子系统

关联密切，耦合状态较好；但是，耦合协调度则

普遍偏低，区域差异显著，除山东外，其余省

（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0.2，0.4]，属于中度失

调等级，处于低水平耦合的发展阶段，但整体呈

现提升优化趋势。

从能源、经济、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与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来看，环

境因素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性最强，能源、

经济次之；然而，近年来能源和经济因素对耦合

协调度的影响有较小幅度的提升，环境因素则有

小幅的下降趋势。

影响因素

能源

经济

环境

2010—2013年
关联度

0.457 0
0.408 7
0.679 4

关联等级

中

中

高

变动情况

↑
↑
↓

2014—2017年
关联度

0.470 1
0.409 2
0.586 2

关联等级

中

中

中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各省均值

青海

0.246 0
0.208 0
0.231 1
0.231 5
0.231 5
0.261 7
0.237 8
0.212 1
0.232 5

四川

0.302 8
0.288 2
0.319 7
0.316 3
0.316 3
0.314 4
0.301 9
0.313 4
0.309 1

甘肃

0.255 4
0.218 1
0.246 5
0.254 5
0.254 5
0.266 3
0.280 6
0.248 5
0.253 1

宁夏

0.254 4
0.208 4
0.246 9
0.251 7
0.251 7
0.254 7
0.251 6
0.269 4
0.248 6

内蒙古

0.337 3
0.332 3
0.345 1
0.353 1
0.353 1
0.346 1
0.333 6
0.333 2
0.341 7

陕西

0.321 9
0.306 3
0.333 2
0.328 1
0.328 1
0.351 7
0.329 7
0.344 0
0.330 3

山西

0.346 9
0.335 6
0.350 4
0.361 8
0.361 8
0.344 4
0.338 0
0.312 3
0.343 9

河南

0.336 3
0.297 5
0.319 7
0.319 6
0.319 6
0.321 5
0.349 5
0.364 7
0.328 6

山东

0.431 4
0.387 7
0.428 2
0.419 6
0.419 6
0.411 1
0.407 7
0.461 1
0.420 8

区域均值

0.314 7
0.286 9
0.313 4
0.315 1
0.315 1
0.319 1
0.314 5
0.317 6
0.312 1

表7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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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策建议

结合省 （区） 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系统耦合过程中，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

各省 （区） 应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

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进一步深化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引导省（区）

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促进区域内要素流通与汇聚，强化能源事业

的区域合作与发展。黄河流域各省 （区） 应大力

促进省 （区） 开放发展、区域协同合作，促使能

源开发、生产和流通中可移动要素的有效流动与

汇聚，发挥区域内各省 （区） 地理优势，促进区

域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重视生态文明常态化建设，加快环境与能源、

经济的协调发展。各省 （区） 要统筹目标、责任

和利益，持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构建多元化的环境利益平衡机制，建立高

度协同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一步协调环境、

能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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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现有

黄河流域制造业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如前

期为追赶经济发展，罔顾生态环境，造成环境质

量下降；再者，为追逐发展热点，重复建设，造

成产业同质化特征明显；另外，还具有鲜明的能

源经济特征[1]。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大背景

下，如何实现制造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大数据驱动下“区块

链+”低碳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是当下解决黄河流

域制造业同质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数据在消费者需求预

测、市场细分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如

今，大数据的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如随着用户

黄河流域中基于区块链与大数据的低碳企业定价策略

刘 盼 1，杨福星 1，甄 选 2，张凤杰 3

（1.河南农业大学 信息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4；2.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8；3.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应急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大数据与区块链的融合应用可有效解决黄河流域低碳制造业同质化严重问题，但新技术的

应用将对碳减排信息可信性、产品质量可靠性等关键定价因子产生深度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价

才能获得更多收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选择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为

研究对象，考虑低碳研发投入与基于大数据与区块链的新兴信息服务投入，修正了需求函数，构建

了 3种不同成本分担模式下的协同定价模型。结果表明：成本分担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应链成员最

优价格与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

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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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arbon corporate pricing strategy based on blockchain and big dat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u Pan 1，Yang Fuxing 1，Zhen Xuan 2，Zhang Fengjie 3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4，China；2. China International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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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usion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homogeneity of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owever，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key pricing factors such as the credibility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forma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In this
context，how to price to obtain more benefits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discussion. To this end，a low-carbon supply chain con⁃
sisting of a manufacturer and a retailer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low-carbon R&D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in
emerg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based on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are considered. The demand function was revised，and the col⁃
laborative pricing model under three different cost sharing modes was constructed. The cost sharing model does not affect the
trend and range of the optimal price and revenue of low-carbon supply chain members with the change of failure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level，credibility coefficient of low-carbon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emerging information ser⁃
vice cost of retailers，and coefficient of retailers bearing their own emerging information service cost.
Key words：Yellow River Basin；big data；blockchain；low carbon supply chain；Pricing

20



2020年第8期

隐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人为的对数据降维导致

大数据质量差、价值密度低[2]；且存在大部分数据

被少量实体收集、共享不足的问题[3]。区块链作为

一个共享数据库，具有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

征，可弥补大数据的上述不足，但是其在制造业

领域普遍应用的时间短，数据积累有限，导致数

据源不足，不利于市场需求预测分析。因此，为

了有效提高需求预测精度[4]，需将大数据与区块链

融合应用，来帮助制造企业细分市场，进行差异

化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助力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

由于区块链与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及特殊性，

一般制造企业的 IT（信息技术） 部门在信息分析

及处理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一种基于大数

据与区块链的信息服务 （以下简称“新兴信息服

务”） 产业出现，为制造企业的应用提供了可行

之路。新兴信息服务的应用有助于提升低碳产品

碳减排水平及产品质量信息的可信度，但也会增

加企业的额外支出，影响供应链效率。实践证明，

协同投资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供应链效率。而在协

同投资模式下，低碳供应链成员如何定价才能获

得更大收益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现有研究缺少针对大数据与区块链融合下低

碳供应链定价策略的探讨，相关文献单独针对大

数据背景下或区块链背景下供应链定价策略的研

究较多。如大数据背景下，基于大数据信息与定

向广告投入，刘盼等[5]探讨了供应链协同定价策

略；陈芝等[6]与张树臣等[7]分别探讨了基于边际服

务的线上零售商定价策略和创新联盟下的动态定

价问题；Liu等[8-9]基于大数据信息服务投入探讨了

绿色供应链、低碳供应链的定价问题。在区块链

背景下，陈化飞等[10]研究了区块链在农产品的溯源

作用，得出在一定的投资成本范围内，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可抑制生产商谎报鲜活度行为的结论；

徐健等[11]认为食品企业是否投资区块链技术与消费

者购买行为密切相关的结论。

但以上研究均未考虑大数据与区块链融合的

情况。Liu等[12]基于区块链与大数据技术，探讨了

农产品供应链的定价策略，但也未针对低碳供应

链进行相关定价策略研究。因此，本文针对低碳

供应链参与者采用新兴信息服务后的产品低碳度

信息、质量信息的新变化进行分析，修正了需求

函数。并以此来构建采用新兴信息服务后 3种成本

分担模式下参与者的收益模型，研究采用新兴信

息服务对生产、销售等运营成本的优化作用，分

析定价新规律。

1 模型构建

1.1 需求函数

应用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的新兴信息服务有

助参与者对低碳市场进行细分，更好地理解消费

者，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低碳偏好需求，适时、

适地的提供合适的产品。若新兴信息服务可精准

预测市场需求，则预测的市场需求为一定值，假

设为 a，而消费者需求同时受低碳产品零售价、碳

减排水平的影响。在传统背景下，碳减排水平的

提高可增加市场需求，但在新兴信息服务背景下，

由于预测的市场需求为一定值，因此，碳减排水

平的失效力更能反映新背景下碳减排水平对市场

需求的影响。同时，新兴信息服务可解决产品质

量溯源问题，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可信性。

因此，新兴信息服务背景下的需求函数可修正为

公式（1）所示的关系。

Di = a - pi - λiE + βiM （1）
其中， i = { NEQ,EWQ,EQ }，为 3种成本分担

模式。NEQ表示制造商投资新兴信息服务及碳减

排技术，零售商投资新兴信息服务，但两者不共

担成本，亦称非共担成本模式。EWQ表示制造商

投资新兴信息服务及碳减排技术，并分担零售商

的部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零售商投资新兴信息

服务，亦称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EQ表示零

售商、制造商相互分担投资成本，亦称相互共担

成本模式。

相关参数说明：pi为 i模式下低碳产品零售价

格；λi为 i模式下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λ ∈ [ 0, 1 ]；
E为碳减排努力水平；βi为 i模式下低碳产品质量

信息可信性系数；M为低碳产品质量安全努力水

平；wi为 i模式下低碳产品的批发价；cw为低碳制

造商的生产成本；cow为低碳制造商的新兴信息服

务投入成本；z为碳减排成本系数，制造商的碳减

排成本为 zE2 2；pi为 i模式下低碳产品的零售价；

cr为零售商的销售成本；cow为零售商的新兴信息服

务投入成本。

1.2 研究假设

a）该低碳产品为垄断销售，同时制造商具有

足够的生产能力；在 3种定价模式下，制造商均未

增加关于产品减排水平的研发支出，也即 3种模式

刘 盼等：黄河流域中基于区块链与大数据的低碳企业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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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产品的碳减排水平并无差异。但采用新兴信

息服务后，分担成本模式下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

及碳减排水平信息的信任性有望增加，假设关于

制造商与零售商信息共享的程度，互相共担成本

模式下高于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的模式，即，

λNEQ > λEWQ > λEQ，βNEQ < βEWQ < βEQ。
b）制造商和零售商是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性。

c）目标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愿意购买更低

碳、价格较低的产品。

d）为提供消费者所需的低碳产品，并保证信

息的可信性，增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制造商、

零售商将采用新兴信息服务。

2 不同模式下协同定价策略分析

制造商为获得低碳产品市场需求偏好信息、

实现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将投资新兴信息服务和

碳减排技术。而零售商为了精准销售、获得消费

者对低碳产品的信任，也将投资新兴信息服务。

在分散供应链中，低碳制造商与零售商关于

新兴信息服务投入与碳减排技术投入存在以下 3种
常见投资协同定价模式。

2.1 NEQ模型下低碳供应链定价策略

在模式NEQ下，零售商与制造商均以各自利

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互不分担成本，制造

商为博弈的领导者，零售商为跟随者。制造商与

零售商的收益分别为公式（2）和（3）。

πNEQ
w = ( wNEQ - cw - cow ) DNEQ - zE

2

2 （2）
πNEQ
r = ( pNEQ - wNEQ - cr - cor ) DNEQ （3）
上述公式（2）和（3）中，基于公式（1）和

（3），采用逆向归纳法可得最优零售价 pNEQ*、最优

批发价wNEQ*、参与者最大收益πNEQ*
w 和πNEQ*

r ，由此，

可得推论1。
推论 1：在NEQ模式下，制造商、零售商的最

优 收 益 与 定 价 为 ( πNEQ*
w ,πNEQ*

r ,wNEQ*, pNEQ* ) = {( a +
βNEQM - c or -cow - cr - cw - λ

NEQE )2 4, ( a + βNEQM - c or -

cow - cr - cw - λ
NEQE )2 16, ( a + βNEQM - c or + cow - cr +

cw - λNEQE ) 2, ( 3a + cor + cow + cr + cw + 3βNEQM - 3λNEQE ) 4 }
基于推论1，可得性质1。
性质1：
①∂wNEQ*
∂λNEQ = -

E
2 < 0;

∂pNEQ*
∂λNEQ = -

3E
4 < 0;

∂πNEQ*
w

∂λNEQ = -
EK
4 < 0;

∂πNEQ*
r

∂λNEQ = -
EK
8 < 0

② ∂wNEQ*
∂βNEQ =

M
2 > 0;

∂pNEQ*
∂βNEQ =

3M
4 > 0; ∂πNEQ*

w

∂βNEQ =
MK
4 > 0;

∂πNEQ*
r

∂βNEQ =
MK
8 > 0

③ ∂wNEQ*
∂cor = - 12 < 0;

∂pNEQ*
∂cor = 14 > 0;

∂πNEQ*
w

∂cor = -K4 < 0；
∂πNEQ*

r∂cor = -K4 < 0

④ ∂wNEQ*
∂cow = 12 > 0;

∂pNEQ*
∂cow = 14 > 0;

∂πNEQ*
w∂cow = -K4 < 0;

∂πNEQ*r
∂cow = -K8 < 0

其 中 ， K = a + βNEQM - c or - cow - cr - cw -
λNEQE。

因 为 wNEQ* =
( a + βNEQM - c or + cow - cr + cw - λNEQE )

2 > 0， 所

以，K > 0。
由性质 1中的①可知，随着碳减排水平失效系

数的增加，在模式 NEQ下，低碳产品的零售价、

批发价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低。这可能是

因为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的增加会降低市场需求，

为维持市场需求，零售商也许会降低零售价 （依

据市场需求函数公式 1可知），从而倒逼制造商降

低批发价格。零售价与批发价的降低又会导致各

自收益的降低。因此，对于低碳制造商与零售商

来说，在大数据与区块链融合作用背景下，需努

力利用新兴信息服务以降低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

由性质 1中的②可知，随着低碳产品质量信息

可信性系数的增加，在模式NEQ下，低碳产品的

零售价、批发价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增加。

这可能是因为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的增

加会提升市场需求，因此，零售商可增加零售价、

制造商可增加批发价。零售价与批发价的增加将

提升供应链成员收益。因此，对于低碳制造商与

零售商来说，利用新兴信息服务可帮助其提升低

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由性质 1中的③可知，随着零售商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的增加，在模式NEQ下，低碳产品的零售

价将增加，这可能是为了弥补新兴信息服务投入

的成本。但零售价的增加会降低销售量，为鼓励

零售商订购更多低碳产品，制造商不得不降低批

发价。随着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供

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低，这可能是因为零售价的

增加致使销售量的降低，最终致使制造商、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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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利润降低。

由性质 1中的④可知，随着制造商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的增加，在模式NEQ下，低碳产品的零售

价与批发价将增加，这可能是为了弥补新兴信息

服务投入的成本，制造商增加批发价以获得更多

利润，迫使零售商不得不设定更高的零售价。但

零售价的增加会影响销量，使得低碳制造商与零

售商的利润均降低。

2.2 EWQ模型下低碳供应链协同定价策略

在模式 EWQ下，制造商为激励零售商上传销

售等相关数据，并获得相关信息的使用权限，将

分担零售商部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假设制造商

成本分担系数为ψ = 1 - γ，γ为零售商承担自身新

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零售商与制造商均以各

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制造商为博弈的

领导者，零售商为跟随者。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收

益分别为公式（4）和（5）。

πEWQ
w = [ wEWQ - cw - cow - (1 - γ ) cor ] DEWQ - zE

2

2 （4）
πEWQ
r = ( pEWQ - wEWQ - cr - γcor ) DEWQ （5）

基于公式（1）和（5），采用逆向归纳法可得

最优零售价 pEWQ*、最优批发价 wEWQ*、参与者最大

收益πEWQ*
w 和πEWQ*

r ，由此，可得推论2。
推论 2：EWQ模式下，制造商、零售商的最优收

益与定价为( πEWQ*
w ,πEWQ*

r , pEWQ*,wEWQ* ) = {（a +βEWQM -
cow - cr - cw - λEWQE )2 /8，（a + βEWQM - c or - cow-cr - cw -
λEWQE )2 16-zE2 2, ( 3a + 3βEWQM + c or + cow + cr+cw-3λEWQ
E) 4,( a + (1 - 2γ ) cor + cow - cr + cw + βEWQM - λEWQE ) 2 }

基于推论2，可得性质2。
性质2：
①∂pEWQ*∂λEWQ = -

3E
4 < 0;

∂wEWQ*
∂λEWQ = -

E
2 < 0;

∂πEWQ*
w

∂λEWQ = -
EK
4 < 0;

∂πEWQ*
r

∂λEWQ = -
EK
8 < 0

② ∂pEWQ*
∂βEWQ =

3M
4 > 0; ∂wNEQ*∂βNEQ =

M
2 > 0;

∂πEWQ*
w

∂βEWQ =
MK
4 > 0;

∂πEWQ*
r

∂βEWQ =
MK
8 > 0

③ ∂pEWQ*
∂cor = 14 > 0;

∂wEWQ*
∂cor = 1 - 2γ2 > 0; ∂πEWQ*

w∂cor = -K4 < 0;
∂πEWQ*

r∂cor = -K8 < 0

④ ∂pEWQ*
∂cow = 14 > 0;

∂wEWQ*
∂cow = 12 > 0;

∂πEWQ*
w∂cow = -K4 < 0;

∂πEWQ*
r∂cow = -K8 < 0

⑤∂pEWQ*∂γ = 0;∂wEWQ*∂γ = -cor < 0;∂π
EWQ*
w∂γ = 0;∂πEWQ*

r∂γ = 0
对比性质 1与 2中的①可知，随着碳减排水平

失效系数的增加，在模式NEQ与EWQ下，低碳产

品的零售价、批发价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

低。并且两种模式下最优价格与最优收益随碳减

排水平失效系数的改变而变化的幅度相同。这表

明，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应

链成员最优价格与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变

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对比性质 1与 2中的②可知，随着低碳产品质

量信息可信性系数的增加，模式 NEQ与 EWQ下，

低碳产品的零售价、批发价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

益均增加。并且两种模式下最优价格与最优收益

随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的改变而变化的

幅度相同。这表明，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并

不影响低碳供应链成员最优价格与收益随低碳产

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对比性质 1与 2中的③可知，随着零售商新兴

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模式NEQ与EWQ下，低碳

产品的零售价将增加，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低。

并且两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与最优收益随零售商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改变而变化的幅度相同。这

表明，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

应链成员最优零售价与收益随零售商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但却影响最优

批发价的变化趋势。随着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

本的增加，最优批发价的变化趋势与零售商承担

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γ相关，当γ小于0.5
时，最优批发价随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增

加而增加，否则将减少。

对比性质 1与 2中的④可知，随着制造商新兴

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模式NEQ与EWQ下，低碳

产品的零售价与批发价将增加，碳制造商与零售

商的利润均降低。并且两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与

最优收益随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改变而变

化的幅度相同。这表明，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

式并不影响低碳供应链成员最优零售价与收益随

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

度。

由性质 2中的⑤可知，随着零售商承担自身新

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γ的增加，低碳产品批发价

格将降低。最优零售价、最优收益均与零售商承

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γ不相关。

刘 盼等：黄河流域中基于区块链与大数据的低碳企业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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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Q模型下低碳供应链协同定价策略

在模式EQ下，为实现供应链成员利益的最大

化，制造商与零售商将采取相互共担成本策略。

假设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为

γ，零售商分担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为

κ1，制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成本的系数为κ2。零售

商与制造商均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

制造商为博弈的领导者，零售商为跟随者。制造

商与零售商的收益分别为公式（6）和（7）。

πEQ
w = [ wEQ - cw - ( 1 - κ1 ) cow - ( 1 - γ ) cor ] DEQ - κ2 zE

2

2
（6）

πEQ
r = ( pEQ - wEQ - cr - γcor - κ1cow ) DEQ - (1 - κ2 ) zE

2

2
（7）

基于公式（1）和（7），采用逆向归纳法可得

最优零售价 pEQ*、最优批发价 wEQ*、参与者最大收

益πEQ*
w 和πEQ*

r ，由此，可得推论3。
推论 3：在 EQ模式下，制造商、零售商的最

优收益与定价为 ( πEQ*
w ,πEQ*

r , pEQ*,wEQ* ) = {( a + βEQM -
c or - cow - cr - cw - λEQE )2 8 -κ2E2 2, ( a + βEQM - c or -
cow -cr - cw - λEQE )2 /16-(1 - κ2 ) E2 2, ( 3a +3βEQM + c or +
cow + cr + cw - 3λEQE ) /4,( a + (1 - 2γ ) cor + (1 - 2κ1 )
cow -cr + cw + βEQM - λEQE ) 2 }

基于推论3，可得性质3。
性质3：
① ∂pEQ*

∂λEQ = -
3E
4 < 0;

∂wEQ*
∂λEQ = -

E
2 < 0;

∂πEQ*
w

∂λEQ = -
EK
4 < 0;

∂πEQ*
r

∂λEQ = -
EK
8 < 0

② ∂pEQ*
∂βEQ =

3M
4 > 0; ∂wEQ*

∂βEQ =
M
2 > 0;

∂πEQ*
w

∂βEQ =
MK
4 > 0;

∂πEQ*
r

∂βEQ =
MK
8 > 0

③ ∂pEQ*
∂cor =

1
4 > 0;

∂wEQ*
∂cor =

1 - 2γ
2 > 0; ∂πEQ*

w∂cor = -
K
4 < 0;

∂πEQ*
r∂cor = -

K
4 < 0

④ ∂pEQ*
∂cow =

1
4 > 0;

∂wEQ*
∂cow =

1 - 2κ1
2 ; ∂πEQ*

w∂cow = -K4 < 0;
∂πEQ*

r∂cow = -K8 < 0

⑤∂pEQ*∂γ = 0; ∂w
EQ*

∂γ = -cor < 0; ∂π
EQ*
w∂γ = 0; ∂πEQ*

r∂γ = 0

⑥∂pEQ*∂κ1 = 0;
∂wEQ*
∂κ1 = -cow < 0;

∂πEQ*
w∂κ1 = 0; ∂π

EQ*
r

∂κ1 = 0

⑦∂pEQ*∂κ2 = 0;
∂wEQ*
∂κ2 = 0;

∂πEQ*
w∂κ2 = -E22 ;

∂πEQ*
r∂κ2 = 0

对比性质 1、2和 3中的①、②、③、⑤可知，

随着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的增加，模式 NEQ、
EWQ、EQ下，低碳产品的零售价、批发价以及供

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低；随着低碳产品质量信息

可信性系数的增加，低碳产品的零售价、批发价

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增加；随着零售商新兴

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低碳产品的零售价将增加，

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降低；随着零售商承担自身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γ的增加，低碳产品批发

价格将降低，最优零售价、最优收益均与零售商

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γ不相关。并且

3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与最优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

效系数、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零售商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系数的改变而变化的幅度相同。这表明，

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应链成

员最优价格与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低碳

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

成本、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

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对比性质 1、2、3中的④可知，随着制造商新

兴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在模式NEQ、EWQ、EQ
下，低碳产品的零售价将增加，碳制造商与零售

商的利润均降低。在 3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与最

优收益随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改变而变化

的幅度相同，但却影响最优批发价的变化趋势。

随着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最优批发

价的变化趋势与制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成本的系

数 κ1相关，当 κ1小于 0.5时，最优批发价随零售商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否则将减少。

由性质 3中的⑥可知，随着零售商分担制造商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 κ1的增加，低碳产品批

发价格将降低。最优零售价、最优收益均与零售

商分担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 κ1不相关。

由性质 3中的⑦可知，随着制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

成本的系数 κ2的增加，低碳制造商收益将降低。

最优零售价、批发价格、零售商最优收益均与制

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成本的系数κ2不相关。

3 数值仿真

本文采用数值仿真算例验证所得推论、性质

的有效性。因市场需求大于零，故设 a = 1，cw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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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cr = 0.02， β = 0.2， E = 0.2， M = 0.2， z =
0.1，κ1 = 0.6，κ2 = 0.6，cor = 0.01，cow = 0.02。基

于推论1、2、3可得图1、图2、图3和图4。
由图 1可知，在 3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的变

化规律均与成本分担系数无关，而与低碳制造商

的新兴信息服务成本正相关。在无成本分担模式

下，低碳产品的批发价格的变化规律均与成本分

担系数无关，而与低碳制造商的新兴信息服务成

本正相关。在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下，最优

批发价格与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

系数负相关，与零售商成本分担系数无关，与制

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正相关。在零售商与制造

商相互共担成本模式下，最优批发价与零售商承

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零售商分担制

造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 κ1负相关，与制造

商承担自身碳减排成本的系数 κ2无关，与制造商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负相关。

由图 2可知，在 3种模式下，低碳制造商最优

收益与制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成本的系数 κ2负相

关，与其他成本分担系数无关，与低碳制造商的

新兴信息服务成本负相关，而零售商的最优收益

亦与低碳制造商的新兴信息服务成本负相关。无

成本分担模式与低碳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下，

零售商的最优收益与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的系数、零售商分担制造商新兴信息服务

成本的系数 κ1负相关，与制造商承担自身碳减排

成本的系数 κ2无关。在零售商与制造商相互共担

成本模式下，零售商的最优收益与 κ2正相关，与

其他成本分担系数不相关。综上，性质 1中的④、

性质 2中的④与⑤、性质 3中④、⑤、⑥和⑦得

证。

由图 3可知，在 3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的变化

规律与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正相关、与碳减

排水平失效系数负相关、与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

正相关。在 3种模式下，最优批发价与碳减排水平

失效系数负相关、与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正相关。

成本分担模式下，最优批发价与零售商新兴信息

服务成本正相关；无成本分担模式下，最优批发

价与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负相关。

由图 4可知，在 3种模式下，低碳制造商和零

售商的最优收益与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正相

关、与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负相关、与质量信息

可信性系数正相关。综上，性质 1中的①、②和

③、性质 2中的①、②和③、性质 3中①、②和③
得证。

4 结 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

图1 最优价格与γ、κ1、κ2、cow之间的关系

刘 盼等：黄河流域中基于区块链与大数据的低碳企业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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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议题，而黄河流域制造业同质化问题严重。

依托大数据与区块链发展低碳制造业可在解决此

问题的同时迎合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但

是大数据与区块链的采用也将影响低碳产品的定

价策略。为此，本文选择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

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低碳研

图2 最优收益与γ、κ1、κ2、cow之间的关系

图3 最优价格与β、λ、cor之间的关系

图4 最优收益与β、λ、cor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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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投入与基于大数据与区块链的新兴信息服务投

入，修正了需求函数，构建了 3种不同成本分担模

式下的协同定价模型。研究结果如下：

1）在 3种模式下，低碳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

优收益随零售商与制造商的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

增加而减少、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与质量信息

可信性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仅在互相共同分担成

本模式下，零售商收益受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

息服务成本的系数、零售商分担制造商新兴信息

服务成本系数的影响；在 3种模式下，制造商收益

均不受成本分担系数的影响。

这表明，分担多大比例的成本并不会影响制

造商最优收益的变化趋势，但会对零售商收益的

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2）在 3种模式下，最优零售价与供应链成员

成本分担系数无关，随制造商与零售商成本分担

系数及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与碳

减排水平失效系数负相关。仅在共同分担成本模

式下，最优批发价格受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

服务成本的系数、零售商分担制造商新兴信息服

务成本系数的影响。

这表明，分担多大比例的成本并不会影响最

优零售价的制定，但会影响最优批发价的制定。

3）制造商单独分担成本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

应链成员最优价格与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

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零售商新兴信息

服务成本、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

系数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及应用价值。学术价

值：①考虑新背景下影响市场需求的碳减排信息

及质量可靠性信息可信性的变化，修订了需求函

数，弥补了区块链、大数据融合背景下低碳产品

需求函数研究的不足；②重点考虑碳减排水平、

质量可靠性等关键定价因子的新变化，构建并分

析了投资新兴信息服务与碳减排技术后，3种成本

分担模式下，低碳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模型。拓展

了低碳供应链定价理论的研究视域，升华了供应

链定价理论。应用价值：提出的定价结果可为黄

河流域低碳供应链参与者在新背景下制定有竞争

力的定价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可为相关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等决策部门监管、控制、制定低碳价格

宏观政策，从供应链运营管理角度提供理论支持。

同时，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可以为其他研究者

提供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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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兼与长江经济带的比较
赵康杰，刘星晨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同创新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水资源短缺与能源富集是影响黄河流域生态效率主要因素。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
数，以全社会用水量、能源消费量等作为生态投入，考虑森林覆盖率等生态期望产出以及二氧化碳

排放、废水排放量等环境非期望产出，测度中国省级层面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以 2004—2017
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为样本进行研究，并与全国总体水平、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①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总体低于全国和长江经济带，但 2011年以来迅速改善，2017年生态效率

高于全国及长江经济带；②黄河流域内部生态效率差异明显，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大体呈斜

“川”型，东、西部用水效率较高，中部除宁夏外生态效率较低；③环境库兹尼茨曲线检验显示黄

河流域、全国总体、及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提高人均GDP对
于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改善最为明显；④环境压力模型检验显示黄河流域生态效率主要受规模效应和

结构效应的影响，生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制造业占比正相

关而与矿产资源储量指数等微弱负相关。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效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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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ater-energy compound eco-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mparison with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o Kangjie，Liu Xingch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base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Water shortage and energy enrich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dopting the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taking the water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ecological inpu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xpected ecological output such as forest coverage and the environmental unde⁃
sired output such 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waste water discharge，to measure the Water— Energy compou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Taking the samples of 9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4 to 2017
as a sample，it is compared with the overall national level and 11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The results
show that：①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but has improved rapidly since 2011，and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2017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②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In 2017，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generally oblique “Chuan”，with higher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lower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central area except Ningxia. ③ Environmental
Kuznitz curve test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whole country，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ve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rowth. Increasing per capita GDP is the most obvious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④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model test shows that the eco⁃
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scale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Eco-efficiency i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ex，and the
propor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but has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ineral resource reserves index.
Key words：Yellow River Basin；ecological efficiency；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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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指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发

展一样，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是

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带，生态环境脆弱是

黄河流域的典型特征，推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

用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流域要“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

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

展”。2017年，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拥有

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17.5%、46.2%；黄河流域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 1 204.7 m3，远远低于长江

经济带 （2 235.4 m3） 和全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2 071.6 m3）；同时，需要考虑的是，黄河流域山

西、内蒙古、陕西、山东、青海等都是我国的能

源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2017
年黄河流域 9省份能源生产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

45.2%，远高于其GDP占全国的比重 25.1%，长江

经济带 11省份能源生产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仅

18.8%，但GDP占全国比重达到 43.8%。水资源短

缺、能源富集是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

本文复合水资源、能源两类自然资源，对黄河流

域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因素，并对长江

经济带进行比较研究。

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越来越多的文献从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索罗余值

转向关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效率。一是生

态效率的测度方法。Schaltegger等[1-2]首次提出了生

态效率的概念，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在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用一定时期内增加的经济

价值与增加的生态负荷的比值来衡量生态效率。

Mull等[3-6]指出经济价值主要用GDP可以衡量，而

生态负荷体现在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两方面，即

包括水、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利用量，以及废水、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排放量。Quarriguasi
等[7]认为，比值法虽给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果，但

不能区分不同环境的影响，且对决策者的选择要

求严格；Van Caneghem等[8]认为，指标体系法克服

了环境的单一性，可以综合反映经济、社会以及

自然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但是在人为确定指标

及其权重时增加了不确定性；基于模型的数据包

络 方 法 综 合 弥 补 了 各 方 面 的 短 板 ， 现 在 被

Wursthom[9-11]等很多学者用于研究生态效率。潘丹

等[11]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模型测算了中国

30个省份的农业生态效率。邓波等 [12]运用三阶段

DEA模型对我国 2008年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实证

研究。二是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Hellweg[13]认为，

生态效率反映了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许

多学者从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对生态

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如 Grossman等 [14]认为，城

市生态环境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先降低后提

高。罗能生等[15]基于超效率 DEA，通过扩展 IPAT
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化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的计

量模型，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区域生态效

率之间存在非对称倒U型关系；不少研究侧重于地

区之间的生态效率差异，汪克亮等 [16]通过研究长

江经济带工业生态效率，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工

业结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外资利用、政府环

境规制力度对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地区

的工业生态效率均有一定影响。任宇飞等[17]认为资

源投入、经济效益与环境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

差异显著。三是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研究进展。金

凤君[18]认为，近年来，尽管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取

得一些进展，但是生态环境薄弱、水资源短缺仍

然是黄河流域当前面临的问题。孙伟[19]通过计算黄

河流域地级市的能源生态效率，提出黄河流域能

源生态效率普遍较低，并分析了黄河流域能源生

态效率的地区差异；王喜峰等 [20-21]认为，如何提高

黄河水资源利用效率是研究黄河流域的重要部分。

刘华军等[22]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普

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部呈现“东高西低”的

空间特征。

本文对水、能源进行复合评价，可以更有效

反映黄河流域生态情况。传统的生态效率测度只

考虑了单一经济回报（GDP）作为期望产出，本文

另将生态回报 （森林覆盖率） 也作为合意产出指

标，可以更有效的反映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情

况。并且，本文还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和环境

压力模型对这一生态效率进行检验。本文研究结

构安排如下：①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意义及现有

研究成果；②提出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和生态效

率测度方法；③从不同角度对黄河流域生态效率

进行分析；④对黄河流域生态效率进行计量检

验；⑤根据研究结果对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提出政

策建议。

赵康杰等：黄河流域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29



2020年第8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1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测度方法

Malmquist指数被用于生产效率变化的测算，

后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结合并分解为每个决策单

元（DMU）在（t，t+1）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

步的变化，虽然在数据包络分析（DEA）中能反映

生产前沿的变化情况，却未能将非期望指标纳入

到模型中。Chambers等 [24]提出了非径向角度的方

向距离函数用来处理投入产出同时变化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用于处理非期望产出的

Malmquist-Luenberger（ML） 生产率指数 （ML指

数），此后指数被广泛应用。

采 用 非 径 向 角 度 且 包 含 非 期 望 产 出 的

Malmquist - Luenberger （ML） 指数可以分解为：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ML） =技术效率变化

指数 （EC）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TC）。式中ML
代表决策单元在两个时期内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这一变化又来自于技术效率变化（EC）和技术进

步变化（TC），当ML>1时，意味着DMU在（t，t+
1） 时期内的生产率上升；相反，当 ML<1时，

DMU两个时期内的生产率下降。

1.2 指标选取

使用 Malmquist-Luenberger （ML） 指数测度

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首先需要明确投入、产出变

量，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水-能源复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指标

投入指标：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存量、全社会

就业人员等生产要素，重点是将全社会用水总量、

能源消费量作为生态投入变量。物质资本存量采

用永续盘存法得到，参照张军 [25]的做法，其中

2000年为基年的初始物质资本存量=2000年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1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本期物质

资本存量=上期物质资本存量*（1-9.6%） +本期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其中 9.6%表示经济折旧率，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使用价格指数换算为以 2000年为

基期的实际值。

产出指标：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部

分，将森林覆盖率作为生态期望产出和GDP同时

作为期望产出，突破了单一追求经济效率的弊端；

同时也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二氧

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等环境非期望产出。对

于二氧化碳排放量，首先需要计算出碳排放量，

测算出来之后乘以 44/12，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排放的测算方法是在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

之上，借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IPCC，2006） [26]中所介绍

的方法，公式如下。

C=∑
k = 1

8
Ck=∑

k = 1

8
Ek×SCk×CFk

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E为能源消费量；SC第K
中能源的折算标准煤系数；CF为碳排放系数，见

表2。
表2 能源碳排放系数 吨碳/tce

注：资料来源于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3 数据来源

中国省级层面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

所用到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宏数据库等。个

别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省份的数据，西藏由

于个别指标数据不全也不包括在样本省份中。数

据样本是 2004—2017年，但是考虑到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使测度跨年度的动态变化，使用

MaxDEA软件测度出来之后会少一期，测度出来的

Malmquist-Luenberger （ML） 指数年份为 2005—
2017年。

2 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

利用全国 30个省份（包含黄河流域山西、内

能源

类型

煤炭

焦炭

原油

碳排放

系数

0.755 9
0.855
0.585 7

能源

类型

汽油

煤油

柴油

碳排放

系数

0.553 8
0.571 4
0.592 1

能源

类型

燃料油

天然气

碳排放

系数

0.618 5
0.448 3

指标类型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指标名称

物质资本存量

全社会就业人员

能源消费量

用水总量

GDP
森林覆盖率

废水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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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山东、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和

宁夏 9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出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分别从全国范围内比较和黄河流

域内部比较两个角度分析黄河流域用水-能源复合

生态效率 （以下简称为“生态效率”） 的时空格

局变化。

2.1 黄河流域与全国、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比较

对于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可以通

过与全国比较来判定，同时考虑到长江经济带与

黄河流域一样是流域经济，同时也都是国家战略。

因此，从黄河流域与全国总体水平、长江经济带

的比较来分析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图1 2005—2017年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全国生态效

率演变趋势

图 1为 2005—2017年黄河流域以及全国、长

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演变趋势。从整体上看，黄河

流域、长江经济带与全国生态效率演变趋势保持

一致。在 2011年之前，这 3个区域生态效率均波

动下降，且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明显高于黄河流

域和全国水平；2011年以后，3个区域生态效率缓

慢上升，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与全国生态效率

相差不大，稍有波动。具体来看，2005—2017年
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N”状，2010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仅为 0.99，是

13年间的最低值；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增长

到 1.039，且显著高于长江经济带 1.005和全国总体

1.015的水平，提升速度较为明显。

图2 2005—2017年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格局

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均横跨全国东、中、

西部，这里分别从黄河流域中上游（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中下游（山西、陕西、河

南、山东） 以及长江经济带上游 （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中游 （江西、湖北、湖南）、下游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不同空间分析两大

流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趋势。图 2反映了

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情况。由时间趋

势看，2005—2011年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

生态效率呈波动下降，长江经济带波动范围 （由

1.041下降到 0.989）稍大于黄河流域波动范围（由

1.036下降到 0.986）。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

带和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黄河流域波

动范围（由 0.991上升到 1.039）明显大于长江经济

带波动范围（由 0.989上升到 1.015）。从分区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省市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2016年
MI

0.923 5
1.017 8
1.017 1
1.003 6
1.070 1
0.991 8
1.008 5
1.008 4
1.018 5

MI排名

9
2
3
7
6
8
4
5
1

EC
0.895
1.006
0.982
0.997
1.020
1.003
1.015
1.042
1.034

TC
1.032
1.012
1.035
1.007
1.049
0.988
0.993
0.968
0.985

2017年
MI

1.033 8
1.029 7
1.026 0
1.085 8
1.025 6
0.990 5
1.052 9
1.058 7
1.044 8

MI排名

5
6
7
1
8
9
3
2
4

EC
1.009
1.013
0.996
1.064
0.998
0.954
1.012
0.962
1.007

TC
1.024
1.016
1.030
1.020
1.028
1.039
1.041
1.101
1.038

表3 2016—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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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长江经济带下游生态效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近年来与其他地区差距变小且上升缓慢，中游总

体上比较平稳，波动较小，但总体水平值处于低

位。长江经济带上游与下游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总体水平值介于下游和中游之间；黄河流域中上

游生态效率高于黄河流域总体水平，上升趋势较

为明显， 2017 年达到 1.040，年度提升速度为

3.4%，为分地区内最高水平。黄河流域中下游生

态效率整体低于总体水平，但近年来增长速度较

高，最高达到 3.0%，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2016年、2017年已经连续两年与中上游、总体水

平相当。

2.2 黄河流域内部各省份生态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表 3反映了 2016年、2017年黄河流域内部 9个
省份生态效率 （MI） 及生态效率分解指数情况，

EC表示技术效率，TC表示技术进步。2016年黄河

流域内 9个省份生态效率低于 1的省份有 2个，分

别为陕西和青海，其余各省均高于 1，其中山东生

态效率指数最高为 1.018 5，技术效率、技术进步

指数分别为 1.034、0.985，可见山东生态效率提高

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非技术的进步；2016年
青海生态效率最低，仅为 0.923 5，技术效率、技

术进步指数分别为 0.895、1.032，技术效率指数还

不足 0.9，显然造成青海生态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

技术效率的落后。2017年黄河流域内生态效率最

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到 1.085 8，技术效率

和技术进步指数分别为 1.064和 1.020，说明宁夏在

这一年生态效率改善明显；河南省次之，为1.058 7，
且技术进步指数 1.101明显高于技术效率指数

0.962。2017年黄河流域内生态效率低于 1的省份

只有陕西省，仅为 0.990 5，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

进步指数分别为 0.954和 1.039，技术效率显然落

后。

图 3为 2017年黄河流域内部各省生态效率地

理分布情况，从图中看出，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

效率大体呈现斜“川”型，东、西部用水效率较

高，中部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生态效率普遍较低，

但是这种地理特征尚不明晰。

图3 2017年黄河流域用生态效率空间分布

3 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检验

从第 2部分已经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的

时空演变特征，这里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环

境压力模型进行因素分析。

3.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首先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环境压力模型

设定计量检验模型。

Y it = β0 + β1 lnrengdp + β2 lnrengdp2 + ε it （1）

模型

变量

lnrengdp

lnrengdp2

Constant
Obs

样本区域

时期period

Tobit回归

⑴
-0.411 1***
（-5.13）
0.020 0***
（5.00）
3.120 8***
（7.75）
390
全国

2005—2017

⑵
-0.576 7***
（-3.62）
0.028 3***
（3.55）
3.928 7***
（4.97）
117

黄河流域

2005—2017

⑶
-0.341 5***
（-3.24）
0.016 2***
（3.05）
2.802 8***
（5.38）
143

长江经济带

2005—2017

固定效应回归

⑷
-0.383 6***
（-3.66）
0.018 5***
（3.60）
2.985 6***
（5.61）
390
全国

2005—2017

⑸
-0.692 6***
（-3.46）
0.034 4***
（3.36）
4.482 9***
（4.58）
117

黄河流域

2005—2017

⑹
-0.250 3***
（-2.79）
0.011 3**
（2.54）
2.377 5***
（5.28）
143

长江经济带

2005—2017

表4 经济发展与复合生态效率的U型关系检验结果

注：*p< 0.1，**p< 0.05，***p< 0.01括号中的值为 t值或 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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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t = β0 + β1 lnrengdp + β2 lnrengdp2 + β3rengdmj +

β4kczyclzs + β5cyjgsjzs + β6 zzyzb + β7 yfjftr + β8rlzb + ε it
（2）

公式（1）是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经济

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前面

测度出来的生态效率，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对数

（lnrengdp） 和人均 GDP对数的平方 （lnrengdp2），

平方项可以用来捕捉是否存在“U”型或“倒 U”
型关系。公式（2）是基于环境压力模型通过规模

效益、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来分析生态效率的因

素，解释变量中人均 GDP对数 （lnrengdp）、人均

耕地面积（rengdmj）、矿产资源储量指数（kczycl⁃
zs，将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锰矿、铬矿、

钒矿、原生钛铁矿、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

菱镁矿、硫铁矿、磷矿、高岭土这 16种矿产资源

以归一化方法分别标准化处理，再将各省份标准

化后数据累加） 用来体现规模效应，产业结构升

级指数 （cyjgsjzs） 借鉴徐敏等 [27]、制造业占工业

产值比重 （zzyzb） 用来体现结构效应，研发投入

强度（yfjftr）和人力资本（rlzb）用来体现技术效

应。其中人均GDP以 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人

力资本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以上数据均

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宏数

据库和各个省份统计年鉴等。

3.2 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这里使用 stata15.1软件进行经济发展与生态效

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28]，由于被解释变量为

接近于 1的值，这里使用 Tobit回归进行检验，同

时也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表 4报
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Tobit回归和固定效应回

归均显示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 U型关

系。以 Tobit回归为例，发现全国、黄河流域、长

江经济带人均实际GDP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411 1、
-0.576 7、-0.341 5。在 3个区域内人均实际 GDP
对生态效率都是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且在黄河流

域内系数绝对值最大，说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全国、黄

河流域、长江经济带人均实际GDP平方项的估计

模型

变量

lnrengdp

lnrengdp2

rengdmj

kczyclzs

cyjgsjzs

zzyzb

yfjftr

rlzb

Constant
Obs

样本区域

时期/年

Tobit回归

（7）
-0.354 1***
（-4.50）
0.016 9***
（4.32）
0.004 3**
（2.04）
-0.001 5
（-0.88）
0.123 0***
（4.45）
0.000 4***
（2.67）
-0.001 7
（-0.51）
-0.006 1**
（-2.14）
2.583 8***
（6.50）
390
全国

2005—2017

（8）
-0.585 7***
（-3.89）
0.0283***
（3.77）
0.006 7*
（1.94）
-0.001 4
（-0.63）
0.189 7***
（4.53）
0.000 5*
（1.76）
0.004 4
（0.60）
-0.005 3
（-0.76）
3.583 6***
（4.79）
117

黄河流域

2005—2017

（9）
-0.256 9***
（-2.63）
0.0122**
（2.46）
-0.008 7
（-0.92）
-0.002 7
（-1.21）
0.047 6
（1.02）
0.001 0**
（2.43）
0.008 1
（1.15）

-0.017 0***
（-3.64）
2.304 5***
（4.67）
143

长江经济带

2005—2017

固定效应回归

（10）
-0.348 3***
（-2.95）
0.0166***
（2.83）
0.004 2***
（3.48）
-0.001 1
（-0.80）
0.131 9***
（4.52）
0.000 4**
（2.52）
-0.002 5
（-0.91）
-0.006 5**
（-2.38）
2.540 7***
（4.15）
390
全国

2005—2017

（11）
-0.585 7***
（-2.93）
0.0283***
（2.82）
0.006 7***
（3.91）
-0.001 4
（-0.58）
0.189 7***
（5.30）
0.000 5
（1.11）
0.004 4
（0.52）
-0.005 3
（-0.78）
3.583 6***
（3.59）
117

黄河流域

2005—2017

（12）
-0.348 3***
（-2.95）
0.0166***
（2.83）
0.004 1***
（3.48）
-0.001 1
（-0.80）
0.131 9***
（4.52）
0.000 4**
（2.52）
-0.002 5
（-0.91）
-0.006 5**
（-2.38）
2.540 7***
（4.15）
143

长江经济带

2005—2017
注：*p< 0.1，**p< 0.05，***p< 0.01括号中的值为 t值或 z值，其他数值为回归系数。

表5 基于环境压力模型进行因素分析回归结果

赵康杰等：黄河流域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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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 0.020 0、0.028 3、0.016 2。人均实际

GDP的平方项对生态效率都是显著的正向关系，

黄河流域和全国、长江经济带一样，都已经处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而提升生态效率，平方项系

数同样是黄河流域内最大，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

发展水平提升的生态正效应在黄河流域较为显著。

3.3 基于环境压力下模型的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王立猛等[29]STIRPAT模型为代表的环境压力

模型主要是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

个方面解释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针对公

式（2），使用 T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全国

整体、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为样本进行计量检

验，结果见表 5。模型 7—12中Tobit回归和固定效

应回归的结果较为相似，这里以 Tobit模型回归结

果进行说明。

从规模类因素看，人均GDP的平方项系数为

正，且系数值相对于其他变量较大，说明在环境

压力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仍然是全国

（0.016 9）、黄河流域 （0.028 3）、长江经济带

（0.012 2）生态效率提升的核心要素，黄河流域生

态效率的提升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人均

耕地面积在全国、黄河流域显著为正，系数分别

为 0.004 3、0.006 7，人均耕地面积在长江经济带

不显著但为负；矿产资源储量指数在全国、黄河

流域、长江经济带三组回归中虽然都不够显著，

但系数都为负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矿产储量的

丰富反而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改善，主要是因为矿

产开发利用都是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负效应的。

从结构效应看，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

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在Tobit回归模型结果中，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全国、黄河流域、长江经济

带的系数都为正，分别为0.123 0、0.189 7、0.047 6，
黄河流域三次产业结构升级会对生态效率产生突

出影响，对长江经济带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从

工业内部结构看，制造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的提升

也是整体有利于生态效率改善的，全国、黄河流

域、长江经济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 4、0.000 5、
0.001 0，对长江经济带的影响强于黄河流域。

从技术效应看，研发投入强度在全国整体为

负，而在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都为正，但是研

发投入强度对生态效率影响在 Tobit模型中都不显

著，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也是不显著；人力资

本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回归结果

中，人力资本与生态效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全国、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的系数分别为

-0.006 1、-0.005 3、-0.017 0。无论是研发投入强

度、还是人力资本，在促进生态效率改善方面都

不明显，技术进步尚未成为提升生态效率的主要

因素，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没有显现出来。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 论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和能源富集的

实际，测度中国省级层面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

以 2004—2017年黄河流域 9个省份为样本进行研

究，并与全国总体水平、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进

行比较，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4方面。

1） 2005—2010年，黄河流域、全国及长江经

济带生态效率均波动下降，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总

体低于全国和长江经济带；但 2011年以来 3个地

区生态效率迅速改善，黄河流域 2017年生态效率

高于全国及长江经济带。

2）黄河流域内部生态效率差异明显，各省份

生态效率差异来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2017
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大体呈斜“川”型，东、西

部用水效率较高，中部除宁夏外生态效率较低，

2017年宁夏生态效率的提高来源于技术进步和技

术效率两个方面。

3）环境库兹尼茨曲线检验显示黄河流域、全

国总体及长江经济带人均实际GDP对生态效率的

关系显著为负，平方项系数对生态效率的关系显

著为正，说明全国范围内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存

在显著的“U”型关系，提高人均GDP对于黄河流

域生态效率改善最为明显。

4）环境压力模型检验显示全国范围内生态效

率影响因素主要来自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

效应 3个方面。三个地区稍有不同。黄河流域生态

效率主要受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生态效

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产业结构升

级指数、制造业占比正相关，而与矿产资源储量

指数等微弱负相关。

4.2 政策建议

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黄河流域需要走

绿色发展道路，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通

过提高节水技术、生产设备、水利设施建设以及

维护等方面的工作来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化石

能源，提升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从而实现经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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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考虑到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水资源利

用也需要与植树造林等相结合，提升森林覆盖率，

实现水资源利用生态正效益。

2）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生态效应，黄河

流域要基于能源富集与水资源短缺的现实，合理

发展能源开采产业、化工产业，谋划节水制造业，

规避能源“资源诅咒”，发展非资源型制造业，积

极实行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管理，合理推进产业

结构升级并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发展城市服务

业，通过空间集聚提升用水效率。

3） 技术效应在提升生态效率的作用尚不明

显，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对技

术进步的依赖将会提升，在工业、服务业、农业、

生态建设等领域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将会是提升

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在技术创新的基

础上逐步实现产业创新，有利于黄河流域在生态

效率改善中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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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多姿多彩、

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

神。黄河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西

北高原与东部渤海的重要生态廊道，更是横跨东、

中、西部的重要经济区和能源基地。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内能源品种

众多，煤炭在黄河流域的生产和消费占比更高。

长期以来，煤炭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在能源

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1]，煤炭产业开发与生态环

境和谐发展关系也更加紧密。实现黄河流域煤炭

高质量发展，对维护国家和区域安全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1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背景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研究

时 光 1，任慧君 2，3，乔立瑾 1，刘力豪 1

（1.中煤科工集团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2.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13；3.中煤科工集团 北京土地整治

与生态修复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黄河流域内能源品种众多，煤炭在黄河流域的核心和保障地位不可动摇。黄河流域煤炭资

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且承载力有限。通过梳理黄河流域煤炭资源赋存情况、原煤产量、产能规模

及煤矿井型等主要特征指标，结合黄河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地表植被、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划现状，以黄河二级子流域及内流区为基本范围，综合省市行政区划范围、煤炭矿区集中

度和生态环境共性特点，合理划分出黄河流域分区研究单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黄河流域煤炭开

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总结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黄河流域煤炭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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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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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types of energy sour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and the core and guarantee status of coa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annot be shake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rich in coal resourc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ragile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is limited. By sorting 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of coal resour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raw coal production，production capacity and coal mine type，etc. Combining the status quo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surface vegetation，soil erosion and soil conservation，and ecological function zon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taking the second-level sub-basin and internal flow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as the basic scope，comprehensively in⁃
tegr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provinces and cities，the concentration of coal mining areas and the common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uni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an be reasonably divided. On this ba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nalyzed，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summarized， and specific measur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Yellow River Basin；coal；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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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呈“几”字形。自西

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个省（区），最后流入

渤海。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

丘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

夹带了大量的泥沙，经过长年流淌最终留在了黄

河下游，形成冲积平原；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水

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下游地区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都十分丰富，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的“能源流域”。黄河流域是

中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也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

中、生态相对脆弱的区域。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十四

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的攻坚期；从能源发展的角度看，“十四五”时

期是全国能源行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2]。
黄河流域煤炭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是全国能

源经济、全国煤炭行业以及黄河流域全域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和支撑，对以煤为基的全产业链

将起到积极的引领导作用，对地方经济增长、产

业结构优化，涉煤企业效益提升等将发挥示范和

带动效应，对制定煤炭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将产生重要影响。

2 黄河流域分区研究单元的划定

2.1 黄河流域内煤炭矿区分布

黄河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个省

（区） 74个城市 （指地级市/州/盟），最后流入渤

海。在黄河流域 74个城市范围中， 36个城市为黄

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过初步统计，流域范围包

含且部分相交的国家规划煤炭矿区共 85个[3]，见表

1（四川阿坝州仅有零星煤炭资源分布，现无生产

能力，不做统计）。

2.2 分区研究单元划分

依据黄河上、中、下游各河段内的二级子流

域及内流区为基本范围，结合省市行政区划范围、

煤炭矿区集中度和生态环境共性特点等原则综合

研究后[4]，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游青甘区、上游蒙

宁区、中游蒙西区、中游陕甘区、蒙陕内流区、

中游山西区、中游豫西区和下游鲁西区 8个研究单

元，如图1所示。

表1 黄河流域主要煤炭矿区分布 个

图1 黄河流域分区单元

3 黄河流域煤炭及生态环境发展现状总述

黄河流域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山

西、陕西、宁夏、河南、甘肃 6省（区），具有资

源雄厚、分布集中、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埋藏

浅、易开发等特点。在全国已探明储量超过100亿 t
的 26个大煤田中，黄河流域有 12个。黄河流域流

经了宁东、陕北、神东、晋北、晋中、晋东、黄

陇、河南和鲁西等 9大国家大型煤炭基地，覆盖了

85处煤炭矿区或存在交集，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煤

炭资源富集区、原煤生产加工区和煤炭产品的转

换区[5]。

省份

青海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合计

矿区

数量

2
8

17

17

21

14
3
3
85

矿区名称

木里江仓区，热水

窑街，靖远，华亭，灵台，沙井子，宁正，甜

水堡，宁西

沙巴台，石炭井，马莲滩，炭梁坡，石嘴山，

红墩子，横城，灵武，鸳鸯湖，石沟驿，马家滩，

积家井，韦州，萌城，四股泉，炭山，王洼

万利，乌海，塔然高勒，高头窑，新街，新街

台格庙，准格尔，准格尔中部，上海庙，呼鲁斯

太，纳林河，苏亥图，梀木沟，纳林希里，呼吉

尔特，包头，嘉尔嘎勒

榆神一期，榆神二期，榆神三期，榆神四期，

榆横南区，榆横北区，神府东胜，庙哈孤，古城，

吴堡，府谷，府谷预留区，黄陵，焦坪，旬耀，

彬长，永陇麟游区，铜川，蒲白，澄合，韩城

大同，岚县，西山，东山，阳泉，河保偏，离

柳，石隰，乡宁，汾西，霍州，霍东，晋城，潞安

义马，平顶山，郑州

黄河北，新汶，肥城

时 光等：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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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煤炭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在煤炭资源勘探方面的工作不断努

力，全国煤炭探获及查明储量也不断增加。根据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年底，

全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 （保有查明资源储量）

17 085.73亿 t，其中，黄河流域约 7 732亿 t，占全

国的 45.25%（在自然资源部数据基础上结合资源

赋存、部分矿区勘查开发情况后估算而得，下文

描述相同），如图2所示。

图2 2018年黄河流域分省煤炭保有查明储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原煤产

量 36.83亿 t，其中，黄河流域 21.63亿 t，占全国的

58.73%（在国家和地方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部分

矿区开发情况估算而得，下文描述相同），如图 3
所示。

通过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煤矿

数量大幅减少，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全国煤炭

生产的主体。根据国家能源局产能公告显示，截

至2018年12月底，黄河流域流经9省（区）（此处为

全省范围） 各类煤矿数量合计为 2 676处，产能

43.24亿t/a，其中，大型煤矿969处，产能34.65亿t/a，

图3 2018年黄河流域分省原煤产量

中型煤矿 1 047处，产能 7.52亿 t/a，小型煤矿 660
处，产能 1.06亿 t/a。按照流域范围进行筛选后得

出，黄河流域内煤矿数量约 1 563处，全国占比

35.66%，规模约 29.69亿 t/a，全国占比 64.78%。其

中，大型煤矿 694处，产能 24.22亿 t/a，中型煤矿

720处，产能 5.19亿 t /a，小型煤矿 149处，产能

0.29亿 t/a，见表2。
黄河流域分区按井型煤矿数量及规模排序，

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黄河流域分区煤矿数量

省（区）

合计

上游青甘区

上游蒙宁区

中游蒙西区

中游陕甘区

蒙陕内流区

中游山西区

中游豫西区

下游鲁西区

煤矿数量

/个
1 563
15
115
150
421
152
598
89
23

产能/
（万 t·a-1）
296 880
1 356
23 053
46 682
83 493
49 631
85 407
5 258
2 000

大型煤矿

数量/个
694
5
53
90
142
95
278
14
17

大型煤矿产能/
（万 t·a-1）
242 244
780
19 694
43 020
66 371
45 970
61 784
2 685
1 940

中型煤矿

数量/个
720
7
49
54
221
53
308
27
1

中型煤矿产能/
（万 t·a-1）
51 885
486
3 159
3 615
15 814
3 618
23 473
1 675
45

小型煤矿

数量/个
149
3
13
5
58
5
12
48
5

小型煤矿产能/
（万 t·a-1）
2 886
90
200
45
1 308
45
150
898
150

表2 2018年年底黄河流域分区煤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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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黄河流域分区煤矿按井型规模

黄河流域煤炭查明储量、煤矿数量、原煤产

量及规模全国占比，如图6所示。

图6 黄河流域煤炭查明储量、煤矿数量、原煤产量及规

模全国占比

从黄河流域煤矿数量、规模、资源储量及实

际产量 4个主要指标中，煤矿数量超过全国三分

之一，资源储量接近全国一半，原煤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六成，产能规模更是占全国总产能的三分

之二。

3.2 流域生态环境现状

3.2.1 水资源及其利用

根据《2019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19年黄河

流域水资源总量 797.5亿m3，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2.75%。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690.2亿m3，地下

水资源量为 415.9亿m3。2018年黄河流域各市级行

政区水资源量分布，如图7所示。

在供水量方面，2019年黄河流域水资源供水

总量 400.2亿m3，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6.65%，占

本流域水资源量的 50.18%。其中，地表水资源供

水量为 269.2亿 m3，地下水资源量为 114.3亿 m3。
地下水使用占比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

游人口密集、城镇化率较高的区域；其他供水

（再生水、集雨利用工程） 16.7亿m3，占本流域供

水总量的 4.17%。2018年黄河流域地下水使用占总

用水量比例，如图8所示。

图7 黄河流域各市级行政区水资源量分布

图8 2018年黄河流域地下水使用占总用水量比例

在用水量方面，2019年黄河流域用水量 400.2
亿m3，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6.65%。其中，生活用

水量为 52.2亿m3，占本流域用水总量 13.04%；工

业用水量为 55.7亿m3，占本流域用水总量 13.92%；

农业用水量为 267.4亿 m3，占本流域用水总量

66.82%；生态用水量 24.9亿m3，占本流域用水总

量6.22%。

在用水强度方面，2019年黄河流域用水量占

流域水资源量达到 50.18%，但在空间分布上各区

域用水强度存在不均匀性，用水强度在黄河上中

游的甘肃、宁夏、内蒙古段最为集中，在黄河中

下游的陕西渭河流域、河南局部区域用水强度也

较高。黄河流域用水强度分布，如图9所示。

3.2.2 水环境

根据《2018年黄河水资源公报》，2018年黄河

流域水质评价河长 23 043.1 km，其中，Ⅰ~Ⅲ类、

时 光等：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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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图9 黄河流域用水强度分布

~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全流域水质评价河长的

73.8%、13.9%和 12.3%；黄河干流水质评价河长

5 463.6 km，其中，Ⅰ~Ⅱ类水质河长占 69.7%，Ⅲ
类水质河长占 28.1%，Ⅳ类水质河长占 2.2%，无

Ⅴ、劣Ⅴ类水。Ⅳ类水质分布于潼关断面；黄河

主要支流评价河长 17 579.5 km，其中，Ⅰ~Ⅱ类水

质河长占 51.8%，Ⅲ类水质河长占 14.6%，Ⅳ类水

质河长占 10.7%，Ⅴ类水质河长占 6.8%，劣Ⅴ类类

水质河长占 16.1%。2018年黄河流域干流和主要支

流水质监测断面达标情况，如图10所示。

图10 2018年黄河流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质监测断面达标

情况

3.2.3 植 被

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整体呈现南高北低、东

西高中北低的趋势。植被覆盖度较高区域主要分

布于流域东、西部和南部降雨量较高和水资源较

丰富的区域，流域中北部由于气候等因素分布有

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

素沙地等，植被覆盖度较低，中游地区由于人类

活动存在局部区域覆盖度较低情况。从时间变化

角度，近 20年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整体呈现平稳

增加的区域，从空间分布角度，植被覆盖度降低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东、西部及北部区域，植

被覆盖度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地区，

但流域中部重要的一级支流汾河、渭河流域植被

覆盖度总体下降情况较为严重。

3.2.4 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

黄河流域主要土壤侵蚀类型有水力侵蚀、风

力侵蚀和冻融侵蚀 3种，其中，水力侵蚀面积占比

最大，分布范围最广，上、中、下游均有分布，

风力侵蚀主要集中分布在流域上中游的宁夏、内

蒙古、陕西等干旱区域，在黄河上游的青海、下

游河南区域有零星分布，冻融侵蚀主要分布在流

域上游源头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区域。在侵蚀强度

方面，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叠加影响，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严重区域集中分布在流域上中游及中

游以水力侵蚀类型为主的黄土高原地区，及以风

力侵蚀类型为主的鄂尔多斯盆地地区，该区域也

是黄河流域煤炭开采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分布，如图 11
所示。

图11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分布

3.2.5 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务院关于同

意新增部分县 （市、区、旗） 纳入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批复》，黄河流域涉及水源涵养功能区、

水土保持功能区、防风固沙功能区 3种类型的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流域内 95个县级行政区，

占流域总面积的 39.82%。其中，水源涵养生态功

能区集中于流域上游的三江源、若尔盖、祁连山、

甘南等黄河源头区域，在中下游也有少量分布，

占流域面积的 29.95%，该区域煤炭矿区主要位于

祁连山南麓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主要集中

分布于流域腹地的黄土高原区域及黄河中游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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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占流域面积的 14.98%，该区域邻近流域内

主要煤炭产区；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主要集中分

布于流域北部的阴山北麓地区，在流域内的阿拉

善、巴彦淖尔等区域也有少量分布，占流域面积

的2.89%。

4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现状与问题

黄河流域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 4个地貌单元。黄河上

游是三江源头，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

环境保护区，也是矿产开采的限采区和禁采区。

一旦处理不好煤炭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规划、

友好发展的关系，将会造成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

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对当地高原草甸、永冻

土层和湿地难以恢复的严重破坏。黄河中游生态

环境脆弱，地表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汾河

等支流污染问题突出，各类生产开发和建设活动

规模大、强度高，对环境资源的不断索取导致生

态环境及水资源承载力接近临界极限，地下水水

位及水质逐渐趋于恶化。黄河下游生态流量偏低、

一些地方河口湿地萎缩。黄河流域的工业、城镇

生活和农业面源 3个方面污染，加之尾矿库污染，

造成水源水质较差、地表沉陷较多，对居民生活、

农业耕种造成较大影响。

1） 上游青甘区：该区位于黄河流域源头部

位，矿区资源储量有限，现有产能产量较小。该

区地处青海和甘肃西北部，距国内传统煤炭消费

市场较远，交通条件和当地消费能力有限，煤炭

供应市场又受国家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木里

矿区综合整治限制，导致近年来区内煤炭生产产

量持续下降，加剧了电煤保障的压力，市场供需

失衡局面较为严重。该区部分地区由于缺乏统一

规划，过度开发和违规露天开采，造成当地高原

草甸、冻土层和湿地被严重破坏。

2） 上游蒙宁区：该区以宁东煤炭基地为核

心，主要煤炭资源以宁夏沿黄河城市带呈南北走

向条状分布。区内按照地域分布包含东部的宁东

煤田、南部的固原煤田、西部的香山煤田、北部

的贺兰山煤田 4大煤田。全区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约

576亿 t，主要煤种为不粘煤、焦煤等。区内 2018
年原煤产量约 12 925万 t，煤矿数量 115处，规模

约 23 053万 t/a。该区发展过度依赖煤炭及化工项

目，产业结构重，形式单一，受水资源承载力约

束较重。同时，部分地区如乌海，还面临资源枯

竭后产业转型和持续发展等问题。

3）中游蒙西区：该区以鄂尔多斯神东煤炭基

地为核心，覆盖准格尔煤田和东胜煤田，主要煤

炭矿区为塔然高勒、高头窑、万利、准格尔、准

格尔中部和梀木沟矿区。区内保有查明资源储量

约 1 472亿 t。区内 2018年原煤产量约 30 000万 t，
煤矿数量150处，规模约46 682万 t/a，煤种为中灰

长焰煤，该区具有煤层厚、埋藏浅、热量大、地

质构造简单等特点，适合露天开采。其中，黑岱

沟露天煤矿已成为我国大型露天矿的代表。区内

煤炭除当地转化发电外，大部分经大秦线、京包

线、集通线外运至秦皇岛、天津港，其煤炭产品

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及东南沿海地区具有较

大市场份额。随着社会对能源需求的降低，该区

依靠单一的资源开采难以保持永续的发展动力。

作为化工原料的甲醇等制品，已处于过剩的尴尬

境地。鄂尔多斯作为生态脆弱、干旱缺水的西部

地区，面临着工业发展与环境约束的双重考验[6]。
4）中游陕甘区：该区以陕西为主，覆盖甘肃

陇东地区。区内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约 2 162亿 t，
2018年原煤产量约 67 819万 t，煤矿数量 421处，

规模约 83 493万 t/a。陕西省境内有神东、陕北和

黄陇 3个国家规划重点建设的大型煤炭基地。煤矿

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铜川、咸阳、渭南、宝

鸡 6市。陕西省原煤产量不断增加，但陕北地区的

优质产能并未完全释放；煤炭转化形式相对单一，

区内电力发电仍以煤炭为主；高端煤化工企业相

对较少，产业链拓展空间大；煤炭清洁利用尚未

实现全覆盖；煤炭消费减量任务仍然较重等。

5）蒙陕内流区：该区主要包括鄂尔多斯东胜

煤田南部和陕北榆林地区北部。涉及的主要煤炭

矿区为榆神矿区三期、榆神矿区四期、新街台格

庙矿区、纳林希里矿区、呼吉尔特矿区和新街矿

区。区内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约 792亿 t。2018年原

煤产量约 30 611万 t，煤矿数量 152处，规模约

49 631万 t/a。该区属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煤田深

埋区，可采煤层上覆较强富水性厚层砂岩含水层。

随着煤层开采，顶板水进入矿井，严重影响矿井

安全生产，浅层地下水发生变化进而对地表植被

也产生一定影响。该区还存在较多环境敏感保护

目标，如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石峡水库

水源保护区和瑶镇水库水源保护区等，对煤炭矿

区的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6） 中游山西区：该区以山西为主，涉及晋

时 光等：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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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晋东两大煤炭基地和晋北部分煤矿。2018年
区内原煤产量约 70 773万 t，煤矿数量 589处，规

模约 85 407万 t/a。区内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广、

品种全、质量优。从低级别的长焰煤至高级别的

无烟煤均有分布。该区区位优势明显，距离我国

能源消费重点地区的中东部更近，铁路网完善，

运输条件便利，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调出和

转化区域，煤炭开发及利用相关产业发展成熟。

据相关资料显示，省内距黄河岸线 10 km范围内的

煤矿有 60多座，能力 1.14亿 t/a，储量 144亿 t。山

西山多林少，河多水少，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

经济结构与布局，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急剧

恶化，近七成河水失去使用功能，过半城市地下

水被污染，水体污染主因已由工业废水变为城市

生活污水；地下水过量开采，水位下降；采煤破

坏了水环境，使水资源数量逐年减少，在质量上

日趋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堵塞河道，淤积水库，

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边缘。尤其是

汾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是山西最大的河流，

也是山西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山西作为煤炭生产

和消费大省，也面临资源逐渐枯竭的压力，如何

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如何调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平衡关系是需要重点研究和考虑的。

7）中游豫西区：该区主要涉及到河南煤炭基

地的义马、郑州矿区，平顶山矿区西北角稍有交

集。区内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约 1 600亿 t。2018年
原煤产量约 1 600万 t，煤矿数量 89处，规模约

5 258万 t/a。石炭纪至二叠纪资源量大，煤炭资源

分布不均，能进行新井建设的保有资源储量少；

煤类较齐全，无烟煤资源储量最多，主要可采煤

层煤质较好。该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老矿区

的转型发展问题。按照河南全省现有煤矿生产能

力计算，煤炭资源可供开采年限已不足 50年，大

部分大型煤矿剩余服务年限已不足 30 年，部分大

型矿井剩余服务年限甚至已不足 15年，黄河流域

内则更少，煤炭接续日趋紧张。

8）下游鲁西区：该区主要涉及鲁西煤炭基地

中的新汶、肥城和黄河北矿区。黄河北矿区南部

边界与黄河北岸为邻，矿区内大部分煤矿地理范

围均不在流域内。截至 2018年年底保有资源储量

约 22 亿 t。该区浅部资源已经枯竭，深部 800
～1 000 m以下，热害逐渐加剧，随开采水平延

伸，徐灰、奥灰水对矿井开采的威胁程度日趋突

出，矿区周边小矿老空水的威胁也日趋严重，企

业开发成本较高，安全隐患较大。同时老矿区生

态环境治理难度大，采空区导致地面沉陷，影响

表土土地利用和环境美观。

5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举措和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区域发展不平稳，产业布局不均衡，

总体经济发展落后于沿海地区。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水资源调配是抓手，落脚点在生态保护，

考虑当地高质量经济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突出“强四化”和

“重治理”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强化优化流域特

色审批和监管工作，推进流域省 （区） 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研究提出黄河流域

煤炭“优布局”“调结构”“控规模”“严准入”4
方面举措，并提出强化行政审批约束、建立高质

量发展协调机制等方面具体的意见建议。

5.1 高质量发展举措

5.1.1 优化布局，扩展煤炭发展空间

上游青甘区需加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保护与

恢复，原则上不再规划新建露天煤矿，现有违法

违规露天煤矿限期逐步清理关闭退出，其他合法

生产在建煤矿按照一定条件限时退出；上游蒙宁

区、中游蒙西区、中游陕甘区、中游山西区需强

化水资源使用的刚性约束，控制开发强度，严格

矿井水的资源化利用要求，通过矿井水资源化利

用，减少黄河取水量，确保逐步恢复流域生态流

量；蒙陕内流区应加强对保水采煤工艺、技术及

设备的研究和研发、应用，加强对矿区大量矿井

水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统一协调和规划[7]；中游豫西

区和下游鲁西区需强化耕地保护，可逐步尝试推

广采用充填开采方式 （尤其是村庄等三下压煤）。

加强推进老矿区开采沉陷区生态恢复治理和土地

复垦。

5.1.2 持续调整产业结构，保障供给能力和质量

展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将进一

步调整优化[8]，黄河流域能源消费总量还将增加。

上游蒙宁区、中游山西区、豫西区和下游鲁西区

加快退出低效无效产能和落后产能，持续减少煤

矿数量，加强各分区单元的散煤综合治理，严控

劣质煤使用；中游蒙西区、蒙陕内流区和中游陕

甘区进一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

给，鼓励建设大型煤矿项目，新建煤矿项目控制

规模不低于 120万 t/a；全流域持续深化能源开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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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局面，合理布局“北煤南运”“西电东送”等

通道建设；提高原料用煤和发电用煤的比例，不

断完善保供方案和有序用煤预案，切实保障发电

取暖等民生用煤稳定供应。

5.1.3 科学调控生产规模，加快释放优质产能

黄河上游、中游流经的省 （区） 基本上不受

资源约束，但生态环境脆弱，环境资源承载力较

低。科学提出黄河流域各分区单元煤炭规模发展

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上游蒙宁区：稳定规模，就

地转化，区内平衡；中游蒙西区、陕甘区、山西

区、蒙陕内流区：控制节奏，高产高效，兜底保

障。控制流域内煤炭总产能，建设一批大型智能

化煤矿，提高基地长期稳定供应能力。山西、陕

西、蒙西地区是我国主要煤炭生产地区，也是我

国主要的煤炭调出地区，担负着全国煤炭供应保

障的责任，应增加该区供应弹性，提升应急产能

快速释放能力。甘肃进一步推动陇东基地新建矿

井建设，增加煤炭产量，提高自给程度；中游豫

西区、下游鲁西区：控制规模，提升水平，基本

保障。河南、山东应加强生产矿井深部资源的勘

探，保证资源开发顺利接续。

5.1.4 强化水资源量准入约束，提升资源承载能力

黄河流域全域范围内应重视水资源的开源和

节流。促进绿色开采，加强煤矿水资源含水层源

头保护和控制失水；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水资源区域、行业间的协调配

置优化；根据用水需求，提高矿井水深度处理标

准，加强矿区水资源量质耦合优化配置；控制高

耗水产业，科学优化与本地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

的煤炭开发、加工、利用产业体系及规模。在水

环境方面，以本地水环境容量为刚性约束，提高

煤炭集中区矿井水、生活污水的处理率、处理工

艺和排放标准；以改善水环境质量、恢复水体功

能为目标[9]，加强排污口监控，建立矿区水环境预

警体系；加强矿区生态水文和流域基流监控，建

立高标准矿井水生态补水机制。

5.1.5 发展科技创新，带动“四化”水平提升

黄河流域各省 （区） 应努力推动辖区内煤矿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水平，

以内蒙古、陕西、山西为主战场，全面推进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建设，全面实现生产辅助系统远程

集中控制，加快矿井机器人应用，积极推进煤炭

行业“智慧矿区”示范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为

新动能带动煤矿“四化”水平不断提升，以智能

化煤矿为示范引领现代煤矿“安全、高效、绿色、

智能”持续发展；中游蒙西区、蒙陕内流区及中

游陕甘区煤炭开发强度大，部分矿区地下水资源

丰富，煤层开采的导水裂隙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地表生态退化严重，加大了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和

径流补给的危害。实践证明，实施煤炭保水开采，

不但可以保护矿区水资源，而且可以大大减小因

为矿井水排放对矿区生态环境的污染，兼顾了经

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5.1.6 加大生态修复与治理，建设绿色矿山

黄河流域内规划新建、生产、在建煤矿均应

符合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绿色矿山评价指标》和

《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标准开展建

设和改善。各省 （区） 市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

逐步对辖区流域内煤矿分批开展绿色矿山评选工

作；流域内煤矿项目坚持“谁破坏，谁修复；谁

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于黄河岸边煤炭开采、

运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由煤矿企业修

复治理；对于已经关闭的煤矿企业，由主体企业

修复治理；对于煤矿和主体企业均灭失的，由当

地政府组织修复治理；大力推进采煤塌陷地综合

治理。充分发挥政府牵头、企业出力、群众监督

的联动体系，坚持资源开采与沉陷防治同步、综

合治理与合理利用结合，创新治理模式，严格落

实采煤塌陷综合治理的相关政策和专项规划，推

进流域内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煤炭与

共伴生资源和矿井水、煤矸石等综合开发利用，

因地制宜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水共采、

煤与瓦斯共采、矸石不升井等绿色开采技术。

5.2 政策建议

5.2.1 强化行政审批约束，建立协调机制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以国家层面出台的

顶层设计和政策、政令为纲领，以各省 （区） 市

编制规划的煤炭矿区总体规划为承载平台，最终

由煤炭企业将建设项目实施落地。黄河流域落地

实施的煤矿项目及矿区总体 （含修编） 应更加强

调行政审批行为的严肃性和流域的特殊性，在申

报材料中应突出项目建设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造

成的影响及治理措施，申报前应委托第三方咨询

机构进行预评审。流域内所有新建、改扩建煤矿

项目无论规模大小，一律由国家层面进行审批，

核准后的煤矿 3年内开展现场核查工作，竣工验收

一年内开展项目后评价工作，绝不允许出现未批

先建、违规新增产能等违法行为。

时 光等：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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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做好规划研究与实施管理

涉及到黄河流域内煤矿开发建设的煤炭企业

要从企业自身发展实际出发，结合国家、区域、

基地等相关规划要求，在编制企业“十四五”规

划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黄河流域内煤矿开发与生

态环境关系，制定流域内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专项

规划及评价体系[10]，明确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承载

力、水资源承载力等规划目标和实施重点。强化

规划引领和指导作用，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

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5.2.3 建设一批应急煤炭储备基地

黄河流域煤炭产业发展尚不均衡，中部、东

部地区面临环境保护日趋严格、资源逐渐枯竭等

情况。国家主管部门应根据全国中长期煤炭供需

平衡和煤炭调运总体规划，组织牵头实施建设一

批应急煤炭储备基地。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实施储备基地的选址和可行性论证，以中游豫

西区、下游鲁西区为研究重点，挑选具备保障煤

源供应的优质煤企，委托国内专业设计咨询单位，

设计和论证煤炭生产、调运、储备等各技术环节，

组织编写并上报项目申请报告，国家行政审批部

门负责审批及监管。

5.2.4 做好资产处置与人员安置工作

关闭退出煤矿一般历史包袱较重，人员安置

费用大、问题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往往面临

更加严厉的信贷政策。建议国家层面对黄河流域

内主动关闭退出的煤矿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

斜，地方政府应配合企业做好煤矿资产债务处置、

人员妥善安置等工作。

5.2.5 完善黄河流域数据统计口径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

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流域内各个行业的规划课题、

研究工作及相关部署等工作已陆续展开。建议黄

河流域 9省（区）在现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由黄

委会提供各省黄河流域范围，建立黄河流域专项

统计口径，为相关工作提供较为准确的研究数据

及内容。

5.2.6 设置合理的生态间隔

黄河流域部分煤矿及矿区距离黄河河岸较近，

为保护黄河及两岸生态环境风貌，营造优美绿色

的沿黄景观，矿区总体规划、煤矿工业场地、矸

石场、井田境界等主要控制界线应设定合理的生

态间隔，建议进一步开展该专题研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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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的

重点产业之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电力产能合作不断

升温，2018年，我国主要电力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际合作实际完成投资约 28亿美元，涉

及 8个沿线国；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项目共 128个，

涉及沿线 30个国家和地区，合同金额超 250亿美

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由于

电力项目建设的时期较长，拓展电力产能合作需

要明晰沿线国的需求增长和产能合作潜力，“一带

一路”沿线国的明显电力缺口已得到很多研究和

统计数据的证实。表现之一是“一带一路”沿线

64国的人均用电量（1 882 kWh）仅约为世界平均水

平（3 104 kWh）的60%，不足中国水平（4 047 kWh）
的一半；表现之二是电力可及性差异较大，东南亚

和南亚等地区仍有超过较大规模人口缺乏电力供

应，中东盟、南亚、西亚三个地区电力可及性均

未达到 100%，东盟为 88.25%，南亚为 91.25%，电

力投资缺口巨大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通过对照，中国在资本和电力技术等方面都具有

“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合作潜力测算：2020-2028

严亚萍，陈侯旻慧，孙泽生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4）

摘 要：基于弹性估计和情境模拟方法，测算 2020—2028年 28个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

力合作潜力。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 28个国家的产能合作潜力由 2020年的 2 728.42 万

kW增长至 2024年的 9 305.86 万 kW和 2028年的 14 518.82 万 kW；②南亚的印度电力合作潜力远超

其他国家且出现断层现象，具备巨大的电力产能合作潜力；③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土

耳其和科威特在内的西亚、北非地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和前苏联的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均具备很大的合作潜力；④产能合作潜力靠后的主要有中东欧地区的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前苏联地区的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国家。

关键词：“一带一路”；电力；国际产能合作；收入弹性；情境模拟

中图分类号：F415.1 ；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8－0045－11

基 金 项 目 ：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17BJY012）、

（2018BJL003）
通讯作者：孙泽生（1975—），男，山西稷山人，教授、博士。主

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共政策、资源和能源经济学。E-mail：
szsszs7514@126.com

Calcul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power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20-2028

Yan Yaping，Chen Houminhui，Sun Zesheng
（Business School，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4，China）

Abstract：Based on elastic estimation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methods，the power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28 maj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estimated by 2028. The research found that：①The capacity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28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ll increase from 27 284 200 kW in 2020 to 93 058 600 kW in 2024 and 145 188 200 kW in
2028；② India's power cooperation potential in South Asia far exceeds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 fault phenome⁃
non， which has huge potential for power production cooperation；③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n including Saudi Arabia，
Egypt，Iran，Turkey and Kuwait，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Indonesia and Malaysia，Kazakhstan and Russia in the former Sovi⁃
et Union all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④Bulgaria，Romania，Slovakia and Hungary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
rope region have the lowest potential for capacity cooperation，and countries such as Belarus，Azerbaijan and Ukrain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region.
Key words：the Belt One Road；power；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income elasticity；scenario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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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比较优势，可与沿线国需求匹配、优势互

补。但对未来时期内沿线国需求增长和合作潜力

的量化估计尚很缺乏，本文基于弹性估计法并遴

选主要沿线国来尝试填补这一方面的研究缺口。

已有较多数量的文献预测单一国家或者区域

的电力需求，最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建构计量经济

模型来回归和测算。较早期的研究用多元线性回

归法预测中国的电力需求[1]，但仅考虑国内生产总

值和人口作为自变量；随后的研究，一方面增加

影响电力需求的其他指标并引入政策因素[2]，另一

方面使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中国以

及分省域的电力需求预测[3]。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学者探讨使用其他研究方法和模型来预测电力需

求，包括灰色预测模型[4]、协整关系检验[5]、消费

弹性系数法[6-7]、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动力学[8]以及

神经网络模型等[9]，但这些研究仍聚焦于中国某省

域的电力需求分析，而未涉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的电力需求测算和较长时期内的产能合作潜力

估计。后一方面的文献仅限于“一带一路”海外

电力项目数据集的整理[10]以及电力产能合作的描

述性分析[11]，使用消费系数法或者弹性估计法的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潜力实证文献也未涉及电力

部门[12-13]。
虽然弹性分析法被普遍用以估计未来需求增

长，但“一带一路”电力需求预测研究的主要困

难是数据可得性较差，难以支持文献建议的自回

归分布滞后模型、协整、面板模型等方法[14-15]，而

且ARDL模型和协整模型等虽可用以估计弹性，但

这些方法需要较高频或较长期的数据支持，面板

模型更适合估计特定区域或整个市场的平均弹性

值。参照Chen等[16] 和 Fernandez[17]的建议，本文使

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弹性分析与情境模拟相结合，

首次量化估计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 2020—
2028年的电力需求，以其与 2018年产量之差值表

征供需缺口，使用中国作为参照国来测算主要沿

线国的产能合作潜力。

1 方法、样本与数据

1.1 实证方法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多为发展中国家，

可获得的数据极为有限，多数为年度历史数据，

而且电力产业的投资及回报周期较长，难以使用

消费系数法和ARDL等方法估计较长时期需求和产

能合作潜力。本文参照 Evans等[18]，采用基于OLS

模型并辅之以弹性定义分析法来估算各样本国电

力的收入弹性，以弹性估计值估算未来的电力需

求和产能合作潜力，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不需要

高频数据和细分的行业数据。根据标准的需求模

型，国家 i的电力需求主要受到收入 （I） 和价格

（P） 两 个 因 素 的 影 响 ， 即 有 ：

Qi = α*Ii + β*Pi + εi，其中，ε为残差项。一般而

言，收入变化对电力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而价格

则对电力需求变化有负向影响。为契合电力市场

实际，需考虑以下因素：①消费者预期。考虑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需求机制的差异性，将

适应性预期形成纳入模型，即假设消费者可能会

在电力消费决策中考虑到上一期价格影响，需将

价格的滞后一期变量纳入实证模型。②电力价格

管制。由于电力网络的规模经济特征、电力需求

的必需品和缺乏弹性特征，大量沿线国存在电价

管制政策，很难获得长时间段的市场化形成的电

力价格数据。根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2018年全球化石燃料发电约占全球

发电量的 64.76%，其中，煤炭所占比重为 38.19%、

石油和天然气为 26.57%。由于全球并无统一的天

然气价格，且其生产和消费与国际原油价格高度

关联，本文选取电力成本侧的煤炭价格 （PCoal）
与石油价格（POil）作为电力价格的替代性度量，

但石油同时也是电力的替代品。③时间趋势项。

为控制其他可能随时间变化外生因素的影响，本

文还将时间趋势变量 t引入模型。综上可得：
Qi = α1*Incomei + β1*Price1 i + β2*Price1i ( -1 ) + β3*Price2i + β4*

Price2i ( -1 ) + t + εi （1）
将所有实际变量取对数后对上述模型进行回

归，可得到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估计值。

考虑到不同国家电力需求受收入和价格变化影响

的差异性，若适应性预期变量对电力需求影响不

显著，将以冗余变量检验判断是否将其剔除出模

型。如果有国家的弹性估计结果不显著，则将采

用收入弹性定义 EI=（DQ/Q） /（DI/I） 进行替代

性估算。为控制异常年份导致的收入弹性急剧变

化，剔除两个极端各 20%估计值后计算剩余年份

的平均收入弹性，以此作为这类国家收入弹性的

估计值。

由以上方法所得出的弹性估计值，再设定不

同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化情境，可估计 2020—2028
年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电力需求。参照主

流的情境模拟方法[19]，基准情境应假设为过往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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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趋势将在未来时期内持续。由于当前可得的经

济增长预测数据仅截至 2024年，本文的产能合作

潜力估计将被区分为两个时段：第一阶段为 2020
—2024年，利用权威国际组织给出的经济增长预

测数据以及联合国给出的人口增长率预测数据进

行估算；第二阶段为 2025—2028年，选取国际金

融危机之后的 2010—2023年的各年份各国经济增

长率数据，参照过往的历史趋势设定乐观、温和

及悲观 3种经济增长情境，分别指代以上时间跨度

内的最大、平均和最低经济增长率，以此和不同

人口增长率结合，可得到不同情境下的电力需求，

与2018年的电力需求之差值即为电力需求缺口。

为将所计算的电力需求缺口转化为电力产能

合作潜力，需考虑两方面因素：其一是输配电损

耗，考虑到过去时期内各国的损耗率趋于下降且

可得数据截至 2014年，以 2000—2014年的损耗率

变化作为 2015—2028年的损耗率变化。如该数据

已达到世界平均值，则以后者 2014年数据进行估

计，如该数据已低于世界平均值，则以其最新

可得数据进行测算，由此可将需求缺口转化为

生产缺口。其二是电力装机容量，电力产量即

为装机容量乘以年发电小时而得，因沿线国电

力市场年发电小时数据不可得，以中国为参照

国，选取 2000—2019年的年平均发电时间为参

照来估算各国电力需求缺口对应的装机容量，

即产能合作潜力。

1.2 样本和数据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包括 28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进行研究，见表 1，样本区间

为 1995—2018年。将人均GDP作为人均收入的衡

量，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名义数据进行消

胀。人均GDP与CPI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人口数据则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UNSD）
的《Population Prospect 2019》，其中，包含了截至

2100年各国人口的预测数据；未来的GDP增长率

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
获取，本文选用预测时序更长的 IMF数据。人均电

力消费量、煤炭和石油价格数据来源于《BP Sta⁃
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9》 和美国

能源情报署（EIA）以及EPS数据库。其中，煤炭

价格选取 Asian market price，石油价格选取WTI
FOB现货价格。采用国际价格数据的优势是可避免

单一国家价格与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单方

程估计仍可得到较可靠的结果。

表1 样本国家选择和描述性统计（2017年）

数据来源：人均电力消费量数据均来自于 EPS数据库，人口

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的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GDP、
CPI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2 实证结果

2.1 弹性估计结果

使用Eviews11.0软件对样本国家的电力需求进

行OLS回归，得出各个国家电力收入弹性和价格弹

性的估计值，见表 2。检验发现回归结果不存在残

差自相关和异方差性，表 2报告了对式（1）回归

结果显著的国家。收入弹性回归值均介于 0~0.50
之间，在合理范畴内[20]。大多数样本国家电力消费

与投入品价格关系不显著，而显著者则表现出有

差异化的结果，这与不同国家电力生产中投入品

严亚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合作潜力测算：2020-2028

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

希腊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土耳其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

以色列

科威特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人口量/百万人

7.05
10.58
10.77
9.80
37.97
19.64
5.43
80.81
9.82
9.51
18.16
146.90
42.22
32.12
81.42
8.71
4.45
2.66
32.61
10.14
94.80
1316.90
261.36
32.02
197.26
104.92
5.61
67.65

人均GDP/美元

7 666.78
18 409.39
18 699.45
12 470.73
12 652.29
9 444.54
16 086.42
6 030.30
2 818.23
1 254.69
5 299.33
6 392.76
1 128.75
878.48
1 569.19
38 125.84
21 566.99
54 227.23
17 890.53
32 877.96
1 079.60
1 260.10
2 732.21
8 327.67
983.98
2 486.56
53 234.61
6 047.94

人均耗电量/kWh
4 845.67
6 598.90
5 078.71
3 512.85
3 958.75
2 796.65
4 965.24
3 186.96
2 097.45
3 911.47
5 338.23
6 500.65
3 093.00
1 775.26
3 146.67
7 089.71
17 473.30
14 729.50
9 920.68
12 123.62
1 750.67
865.16
859.76
4 763.78
475.75
780.02
8 996.14
2 4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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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差异很大有关。其原因是对非化石能源电力

生产比重较高的国家，煤炭和油气更多体现出能

源互补品特征；而化石能源电力生产比重较高的

国家，则煤炭和油气之间也呈现出互补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电价与石油价格、煤炭价格

虽存在相互影响情况，但鉴于国际价格及其变动

的相互关联均为外生，在本文的模型中以外生的

石油与煤炭价格替代电力价格不影响结论可靠性。

根据标准的需求模型，居民收入与电力价格会对

电力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是合

理的。至于回归结果不显著问题，可能的原因如

下：一国的电力需求因其自身经济水平、可再生

能源发展情况及电力消费结构等的不同而产生差

异，这种异质性导致电力需求与收入及价格之间

并未形成显著的一一对应关系。受限于沿线国家

的数据可得性，无法获取可全面衡量电力需求复

杂影响因素的数据，若未来数据条件改善，可采

用更多样化的预测方法。

使用弹性定义测算的弹性估计结果报告，见

表 3。为规避研究时期内出现的国际性金融危机、

局部战争等重大外生冲击导致的异常波动，先剔

除两端各 20%的数据，然后对所得的收入弹性测

算值进行比较，如图 1所示。除希腊、匈牙利、伊

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收入弹性为负外，

其他国家的收入弹性估计值也处于 0~0.5之间。因

此，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弹性估计是较为稳健的。

2.2 电力需求缺口估计

为控制收入外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本文优先

选用回归估计值，在这一估计值不显著情形下，

再选用基于定义的公式测算值。测算方法为，计

算电力需求变动DQ=EI*（DI/It-1） * Qt-1，其中，t-
1表示上一年，EI为所使用的弹性值，得出当年电

力需求预测数据并与 2018年真实电力需求数据相

比较，其差额即为电力需求缺口，由此得到的估

测结果，如图 2、图 3所示。由图 2报告的电力缺

口扩大国家组可见，在 2020—2024年内，不同人

口增长情境下电力缺口结果差异很小。高人口增

长率摊薄人均收入水平，低人均收入水平会削弱

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

希腊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科威特

卡塔尔

埃及

巴基斯坦

泰国

I
0.066 5***
（0.013 9）
0.129 3**

（0.052 3）
0.296 5**

（0.107 0）
0.103 5*

（0.057 2）
0.138 5**

（0.054 0）
0.088 9***
（0.018 7）
0.447 1*

（0.233 0）
0.353 5**

（0.137 7）
0.078 6*

（0.041 2）
0.405 6***
（0.082 0）
0.130 3*

（0.064 4）

PCoal
-0.081 6**
（0.031 7）
0.021 2

（0.026 2）
0.050 0

（0.068 2）
0.034 9

（0.045 0）
-0.022 6

（0.022 0）
0.004 4

（0.040 8）
-0.311 1*
（0.176 9）
-0.161 0*
（0.083 6）
0.077 0**

（0.035 7）
0.078 3*

（0.043 3）
0.024 3

（0.043 5）

POil
0.071 5**

（0.032 5）
0.002 9

（0.032 6）
-0.066 6

（0.077 4）
-0.050 8

（0.048 6）
-0.016 6

（0.019 5）
0.084 1**

（0.040 7）
0.091 2

（0.063 3）
-0.003 8

（0.054 5）
0.030 1

（0.045 3）
-0.084 4*
（0.048 1）
-0.013 8

（0.035 2）

PCoal（-1）
0.071 0**

（0.031 0）
-0.003 9

（0.025 5）
0.092 8

（0.066 4）
0.158 6**

（0.059 4）
0.043 4

（0.026 1）
0.023 7

（0.036 2）
-0.012 4

（0.063 7）
0.073 6

（0.047 0）
0.042 4

（0.031 3）
0.012 7

（0.033 8）
0.133 9*

（0.063 6）

POil（-1）
-0.000 2

（0.031 8）
-0.056 6**
（0.025 0）
-0.144 5**
（0.063 6）
-0.130 0***
（0.044 1）
-0.054 3*
（0.029 3）
-0.050 9

（0.040 0）
-0.055 4

（0.059 9）
-0.170 5***
（0.048 8）
-0.027 6

（0.039 5）
-0.034 5

（0.036 6）
-0.104 0*
（0.059 3）

T
0.004 2***
（0.000 5）
0.000 8

（0.000 7）
0.005 0***
（0.001 2）
0.002 3**

（0.001 0）
0.003 9***
（0.000 8）
0.005 3***
（0.000 6）
0.004 3***
（0.001 1）
-0.001 4

（0.001 1）
0.016 1***
（0.001 1）
0.012 3***
（0.001 1）
0.011 9***
（0.001 2）

C
3.220 5***
（0.048 0）
3.310 5***
（0.148 3）
2.490 3***
（0.369 5）
3.114 2***
（0.175 4）
3.048 6***
（0.147 7）
2.852 3***
（0.063 1）
2.649 8***
（0.754 6）
2.965 5***
（0.520 7）
2.430 1***
（0.160 1）
1.272 0***
（0.245 5）
2.614 0***
（0.175 2）

Adj.R2

0.928 7

0.842 8

0.741 4

0.738 4

0.938 2

0.911 5

0.538 7

0.556 2

0.982 5

0.910 0

0.958 1

F值

48.750 2***

20.652 8***

11.510 3***

11.352 2***

56.701 8***

38.745***

5.281 9***

0.002 7***

206.968***

38.067 7***

84.945 0***

表 2 基于OLS模型的样本国家电力收入和价格弹性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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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电力消费需求，但高人口增长率会提升电力

需求，使得电力需求缺口在不同人口增长情境下

的差异较小。在 2025—2028年内，各沿线国的电

力缺口差异明显，乐观经济增长情境下的电力缺

口最大，悲观经济增长情境下的缺口最小。细分

国家看，不同“一带一路”次区域国家间的电力

缺口差异很大。截至 2028年，南亚次区域的印度

不同情境下的平均电力缺口高达 127 103.30 百万

kWh，同一次区域的巴基斯坦的平均电力缺口为

23 292.72 百万 kWh。东南亚次区域国家中，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电力缺口分别为 57 475.62 百

万 kWh和 22 670.24 百万 kWh，虽明显低于印度，

但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仍属于高电

力缺口国家。高电力缺口国家还分布在西亚、

北非、前苏联等次区域的沙特阿拉伯、埃及、

伊朗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其平均电力缺口均超

过 25 000 百万 kWh。相对照，中东欧次区域国家

大都属于低电力缺口国家，电力缺口扩大的斯洛

伐克、捷克和波兰的平均电力缺口均小于 7 000 百

万 kWh。图 3报告了电力缺口趋向下降的“一带一

路”国家组，包括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菲

律宾、罗马尼亚、科威特、乌克兰、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些国家中一种情形是电力

基础设施较完善，人均电力消费稳定，再加上低

人口增长，进而电力缺口趋小；另一种情形是经

济增长乏力、人口增长率较低，导致电力需求增

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

希腊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土耳其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

以色列

科威特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2010年
-0.424 2
-2.759 5
0.384 2
-0.647 7
0.891 6
-0.716 3
-8.533 9
0.884 9
-0.086 8
1.752 4
0.354 2
0.303 6
1.500 8
0.442 1
1.150 8
0.678 7
1.056 1
0.152 8
0.510 8
-0.006 7
1.358 1
0.687 6
0.312 7
0.286 8
-0.136 2
0.682 8
0.386 9
0.592 5

2012年
0.252 5
-0.007 7
-0.172 6
-0.045 8
-0.059 5
0.142 9
0.465 8
-0.574 8
6.603 5
-0.058 1
4.852 6
1.325 5
-0.082 2
1.908 1
-0.081 8
-0.716 9
0.152 5
1.710 4
1.691 4
0.414 3
-0.007 9
-0.398 4
-2.947 2
2.580 2
0.178 1
0.563 6
-0.178 8
1.925 8

2014年
0.342 0
0.388 1
0.693 0
0.455 2
0.210 4
0.951 1
-0.479 5
-0.305 0
-4.346 3
-0.073 9
-0.347 6
-0.053 3
0.161 0
2.871 1
-0.634 3
-0.497 3
-0.207 4
-0.677 1
-3.424 8
-1.722 8
0.017 1
2.743 9
-0.497 5
-11.863 1
0.674 1
-2.990 3
80.797 3
-0.182 6

2016年
0.269 0
0.435 6
7.586 0
0.821 9
-8.152 3
0.199 6
0.842 0
-0.651 7
0.041 2
0.013 8
0.072 1
-0.164 2
-0.193 6
0.178 3
-2.797 8
0.465 7
-0.227 2
0.336 9
0.205 8
0.121 7
-0.225 5
3.017 8
1.721 4
-0.752 5
-0.550 4
7.003 8
0.426 9
5.045 5

Min
-0.946 8
-2.759 5
-3.492 6
-1.960 1
-8.152 3
-0.716 3
-8.533 9
-72.348 8
-4.346 3
-0.444 5
-2.940 0
-0.709 8
-4.523 6
-15.052 7
-25.734 9
-1.033 7
-16.933 9
-1.027 9
-3.424 8
-3.269 9
-1.621 0
-7.984 3
-7.327 0
-11.863 1
-2.570 6
-7.116 4
-19.168 0
-5.105 0

Max
502.026
1.492 2
25.500 8
0.821 9
0.891 6
0.951 1
3.051 6
2.627 5
6.603 5
3.096 7
4.852 6
1.325 5
1.587 3
2.871 1
2.021 9
0.800 2
1.280 8
2.698 3
6.736 4
282.303
5.279 5
1 034.273
8.063 6
2.580 2
8.307 4
9.904 8
80.797 3
9.824 3

Ave
0.171 0
0.188 7
0.187 9
-0.011 4
-0.008 8
0.137 5
0.103 3
0.039 6
0.291 5
0.126 5
0.325 0
0.140 7
0.143 3
0.128 7
-0.064 1
0.006 2
0.119 1
0.180 5
0.181 5
-0.031 3
0.449 2
0.010 5
0.212 0
0.042 3
-0.028 8
-0.190 8
0.316 2
0.260 5

表 3 基于弹性定义的样本国家电力收入弹性测算结果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计算整理。

严亚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合作潜力测算：20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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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力缺口扩大的国家

图1 基于不同方法的电力收入弹性估计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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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乏力。即便如此，俄罗斯和科威特等国仍有可

观的电力需求缺口，2028年的平均电力缺口分别

为 22 591.64 百万 kWh和 18 163.05 百万 kWh，值

得投资者关注。

3 电力投资潜力估计

为了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需

求缺口所对应的产能合作潜力，需考虑两个因素：

续图2

严亚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合作潜力测算：20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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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电力生产—消费中的输配电损耗，二是电力

产能年利用率（发电小时数）。一方面，预测国家

未来的输配电损率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过

去时期输配电损率状况和各国自身的可再生发展

水平、电网结构水平等。因本文选取的 28个国家

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较低，以 2017年为例，超 20个

图3 电力缺口趋向下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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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埃及

哈萨克斯坦

伊朗

土耳其

俄罗斯

马来西亚

科威特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泰国

阿联酋

以色列

卡塔尔

新加坡

波兰

捷克

阿塞拜疆

乌克兰

匈牙利

希腊

白俄罗斯

斯洛伐克

菲律宾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合计

电力需求缺口/百万kWh
2020年
26 573.85
12 193.99
8 077.90
11 452.61
3 684.20
6 641.31
6 709.81
2 164.68
4 524.16
4 139.14
4 373.78
-2 847.11
2 547.56
2 912.04
2 012.07
797.54
482.42
558.26
817.39
428.26
2 002.21
330.71
304.65
354.54
-255.80
293.87
-241.24
-325.67
100 707.12

2024年
78 903.81
36 354.39
32 836.89
28 086.47
19 842.44
15 913.91
16 021.92
21 127.83
14 080.44
11 759.53
11 653.03
10 112.31
9 049.50
6 642.31
5 885.37
4 835.08
4 733.93
5 084.45
3 058.08
2 043.66
3 806.45
778.96
1 836.04
484.81
321.33
-501.89
178.65
-719.37
344 210.34

2028年
127 103.30
57 475.62
58 138.26
43 164.87
29 673.77
26 144.24
24 295.41
22 591.64
22 670.24
18 163.05
16 736.94
23 292.72
13 170.77
9 983.11
9 709.96
11 474.40
10 594.75
6 456.97
3 968.71
2 817.17
-289.47
608.75
-473.80
533.44
543.82
534.94
-402.76
-1 550.86
537 129.96

电力投资潜力/万kW
2020年
738.73
326.36
214.25
308.97
98.10
181.22
185.15
58.57
119.39
115.29
118.43
-78.13
66.29
77.56
51.37
20.92
12.28
14.34
20.85
12.01
53.77
9.15
8.24
9.31
-6.54
7.89
-6.56
-8.82
2 728.42

2024年
2 193.47
972.98
870.95
757.73
528.34
434.23
442.10
571.66
371.59
327.55
315.54
277.49
235.48
176.92
150.26
126.85
120.49
130.63
78.00
57.29
102.22
21.56
49.69
12.73
8.21
-13.48
4.86
-19.48
9 305.86

2028年
3 533.38
1 538.26
1 542.04
1 164.52
790.12
713.37
670.40
611.27
598.28
505.92
453.21
639.17
342.73
265.90
247.90
301.03
269.65
165.89
101.22
78.98
-7.77
16.85
-12.82
14.01
13.90
14.36
-10.95
-42.00
14 518.82

表4 样本国家电力合作潜能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计算整理。

国家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另外，电力网络建设需要长期规划，

过去时期的输配电损率可反应其规划和技术进步

状况，可为未来预测提供合适的参照。因此，以

过去时期输配电损率变动状况进行预测具有合理

性。本文考虑沿线国过去时期内的输配电损率下

降率及其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关系，对各国输配电

损率进行合理预测，如图 4所示。另一方面，因沿

线国电力产能年利用率 （发电小时数） 数据缺失

而无法进行预测，为合理估计电力投资潜力，设

定中国为参照国，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

2009—2019年电力装机年平均发电小时数为基准

（4 008.75 h）进行测算，其合理性在于中国电力行

业发展相对超前，以其发电小时数作为基准测算

的投资潜力数据较为保守，对企业决策仍具有参

考价值。

将本文估算的电力需求缺口加输配电损耗后

再除以前述的年发电小时数，各样本国家电力合

作潜力预测结果，见表 4。南亚的印度产能合作潜

力最大，到 2028年，印度的投资潜能占所有样

严亚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电力合作潜力测算：20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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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家的 23.66%，所需要的新增电力装机容

量为 3 533.38 万 kW。其次是东南亚地区的印

度尼西亚 （1 538.26 万 kW）、西亚的沙特阿拉

伯 （1 542.04 万 kW） 和 北 非 地 区 的 埃 及

（1 164.52 万 kW）；另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土

耳其、西亚地区的伊朗和科威特以及东南亚地区

的马来西亚也具备较强的产能合作潜力，在 2028
年的新增电力装机容量需求均超过 500 万 kW。而

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东南

亚的泰国和新加坡以及西亚的阿联酋、以色列和

卡塔尔的电力合作潜力在本文选取国家中处于中

等水平，也具备一定合作潜力。产能合作潜力靠

后的主要有中东欧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前苏联地区的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国家。从总量上来看，主

要 沿 线 国 家 的 电 力 投 资 潜 力 由 2020 年 的

2 728.42 万 kW增长至 2024年的 9 305.86 万 kW
和 2028年的 14 518.82 万 kW。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文基于弹性分析，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

不同情境下“一带一路”沿线 28个国家 2020—
2028年的电力需求，测算其电力缺口并将数据转

换为可直接用于投资决策的发电装机容量以衡量

电力产能合作潜力。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2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具有较大的产能合作潜

力，由 2020年的 2 728.42 万 kW增长至 2024年

的 9 305.86 万kW和2028年的14 518.82 万kW，其

中，南亚的印度电力合作潜力达到3 533.38 万kW，

远超其他国家且出现断层现象，具备巨大的电力

产能合作潜力。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以及西

亚、北非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其在 2028年
的电力合作潜力均超过 1 000 万 kW，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土耳其、西亚地区的伊朗和科威特以及

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均具备较大的合作潜力，

其中，除俄罗斯和科威特之外，其他国家的电力

缺口均有明显扩大趋势。而产能合作潜力靠后国

家主要在中东欧地区以及前苏联、东南亚等区域

的个别国家，具体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

洛伐克、匈牙利、希腊、捷克和波兰等，前苏联

地区的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乌克兰以及东南亚

的菲律宾。

4.2 建 议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国际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日益凸显，

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一环，“走出去”

必当把握住沿线国家复杂的投资风险和电力产业

制度的异质性。根据本文结论，中国电力产业应

重点聚焦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

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具备庞大的电力产能合作潜

力的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或者政局动荡、资金短

缺的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防控电力产能合作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企业对外

合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中美竞争态势日益

加剧背景下，对于与美关系亲密的盟国的合作应

当尤其警醒。另外，因中印边境冲突等不安全因

素也使得特定国家的产能合作面临更大的政治风

险，决策中除电力潜能缺口外，还应重视当前复

杂国际形势以及中国与特定沿线国的分歧与争端

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图4 选定“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输配电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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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政治的日益深入，

油气向新能源转换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悄然而至，

以能源技术革命为先导、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重点

的能源转型方兴未艾。中国作为国际能源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仍处于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

阶段。为了应对能源消费需求日益增加与高碳能

源消费模式依旧持续的双重挑战，跨越油气替代

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关键更替期，

中国政府 2017年公布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

略 （2016—2030）》，明确提出构建用能权制度，

通过创新能源宏观调控机制，实现能源要素高效

集约利用。

当前，国内外市场交易型能源环境政策主要

有白色证书制度（WCS）、节能量有偿使用和交易

（简称“节能量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简称“用能权交易”）。白色证

书制度被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即允许在受监管

实体之间交易节能证书，用能单位可缩小生产规

模以降低排放量或者从证书供应商处购买证书以

保证生产[1]。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皆是以用能

单位能源消费量为约束对象，二者功能趋同，不

过用能权制度在产权安排、交易程序与规制效果

等方面更胜一筹[2]。碳排放权交易要求降低地区二

氧化碳，其实现过程必然是减少能源消费，因而

碳排放权市场与用能权市场在调控上存在部分交

叉，可以构建二者之间的转换和抵扣机制以解决

用煤权交易特征及运行机制探析

邱立新，周田惠，周家萌
（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开展用煤权市场交易是解决“去煤”问题，实现煤炭总量与强度“双控”目标的一个重要

途径。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用煤权交易系统纳入复杂适应系统中揭示用煤权交易的本质，剖

析用煤权交易系统的主体多样性、主动适应性、变化非线性和灵活层次性等复杂性特征。根据复杂

适应系统理论中Multi-Agent思想，构建了用煤权交易系统的一般逻辑框架，阐释了用煤权交易系

统的运行机理以及统筹引导机制、动态调整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执行保障机制四个核心机制，提

出用煤权交易未来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用煤权交易；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市场机制；适应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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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ra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al Rights
Qiu Lixin，Zhou Tianhui，Zhou Jia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Carrying out coal rights market transactio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val of coal”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ual control” of the total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co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
tems， the nature of coal rights trading was revealed by incorporating the coal rights trading system into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and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l rights trading system were analyzed such as diversity，active adaptability，
nonlinear changes，and flex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Multi-Agent thought in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the general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coal rights trading system was constructed，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coal rights trading system
was explained，as well as the four core mechanisms of the overall guidance mechanism，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in⁃
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and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al rights trading.
Key words：coal rights transaction；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market mechanism；adaptiv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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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问题[3]。
我国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尚处于试点起步

阶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用能权的内涵及其法

律属性层面。结合当前研究，关于用能权的概念

主要存在三种解释。一是用能权是一种权利；二

是用能权是一种指标；三是用能权既是指标又是

权利。刘明明[4]认为用能权是兼顾指标与权利的综

合体，即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为目标，采用市场

交易方式获取能源消费量指标的权利。有关用能

权的法律属性，学者普遍认为用能权具有公权色

彩和私权特征双重属性，公权色彩来源于政府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市场流通决定了其私权特征。

从物权法角度来看，用能权具有益物权的特征[5]；
从产权角度，用能权也是使用能源消费量的权

利[2]。在用能权政策的实施效果层面，王兵等[6]通
过分解量化综合能源强度验证政策实施对经济环

境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

实现资源合理利用，进而实现能耗总量和能源强

度“双控”的目标。

用煤权属于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分支。我国仅

有河北省率先开启煤炭产能指标交易先河，但相

关规定仅停留于宏观构想和整体安排的探索阶段。

随着我国煤炭减量替代工作提速，有必要在用能

权有偿使用与交易政策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煤炭先行的用煤权市场交易机制，通过市

场化资源配置手段革新煤炭工业，实现能耗总量

与强度“双控”目标，为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和应

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鉴于此，本文基于复

杂适应系统理论，将用煤权交易系统纳入复杂适

应系统中揭示用煤权交易的本质、复杂特性与运

作机制，以期为建设和完善我国用煤权交易制度

提供参考。

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用煤权交易内涵

1.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框架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作为第三代系统观，它创新性地

引进了“适应性主体”的概念，开辟了研究复杂

系统行为规律的新视野。“适应性主体”概念涉及

“聚集”“非线性”“流”和“多样性”4个特性和

“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块”3个机制，即主

体是多层次的、与外界不断交互作用的、不断发

展和演化的智能体，如图 1所示。当系统所处环境

变化时，适应性主体能够在不同的微观层级上，

自发持续地“学习”或者“积累经验”以满足适

应环境选择的需要，大量适应性主体在环境中的

各种行为反过来影响整个宏观系统的演变或进化。

简而言之，就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在复杂适

应系统中，主体不断与环境相互融合、协同进化，

以适应环境的复杂多变。

图1 复杂适应系统演化

1.2 用煤权交易的内涵与产品

依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观点，用煤权交易是

国家或区域范围内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和强度为

目的，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模式等关联方式，由

强制减煤企业、自愿履约企业、低碳技术研发单

位、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及政府等各类微观主体要

素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多维度交流而构成的

功能耦合系统。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

微观主体协同推进系统宏观涌现，即煤炭资源从

低效率主体流向高效率主体，整个区域煤炭资源

得以高效、优化配置[7]。
1.2.1 用煤权交易的实质

用煤权交易引入市场机制作为解决煤炭减量

替代问题的一个途径，即把煤炭使用权作为一种

商品，从而构成了用煤权指标的交易市场。用煤

权交易制度兼具公权色彩与私权属性，即在一定

区域和时间范围内，国家或区域政府赋予耗煤主

体使用煤炭消费的权利，无政府部门许可或确定

则不具备使用资格。由此可见，用煤权交易更多

体现的是一种政府用于削减煤炭用量的政策手段，

在政府的引导、协调和监管下，运用市场机制在

煤炭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换言

之，用煤权交易实质是政府为低成本实现达到煤

炭总量控制目标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市场，是聚合

了政府管控、市场激励、企业参与、财产权益保

障等多重要素的复杂混合体，是低碳环保背景下

产生的一种新型市场经济制度体系[8]。
1.2.2 用煤权交易的品种

“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编号为GB5751－

邱立新等：用煤权交易特征及运行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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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按煤的煤化程度将煤划分为褐煤、烟煤和无

烟煤 3大类，再按煤化程度的深浅及工业利用的要

求，将褐煤分为 2个小类，无烟煤分成 3个小类，

烟煤中类别的构成，按等煤化程度和等粘结性的

原则分成 12个小类。我国煤炭消费主要集中于电

力、冶金、建材和化工 4个行业，不同类别的煤炭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热值效率和CO2潜在排放系数

来体现，储量越少、质量越好的煤炭品种价格相

对越高。

2 用煤权交易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2.1 主体多样性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适应性主体拥有独

特的知识结构、认知模式和潜在发展诉求。在经

济、能源、环境与生态的巨系统中，用煤权交易

市场将政府、耗煤企业、审核机构与金融机构等

参与主体联系在一起，系统跟随主体的适应性行

为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政府是用煤权交易系统中的统筹规划者和关

键引导者。由于用煤权具有公共属性，且煤炭消

费行为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因此需要代表社会公

共利益的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和干预能力来建立、

运作与监管用煤权交易系统，实现用煤权交易市

场外部性的内部化。履约企业是煤炭消费的主要

实施者和用煤权交易系统中的重要参与者，用煤

权市场建立初期，企业纳入范围主要以电力、化

工、钢铁、建材等领域中大型工业企业为主，随

后其他行业和小型耗煤企业逐步加入交易范畴。

中介服务组织关乎用煤权交易市场的公平效率及

可持续发展，涉及审核机构、交易平台和金融机

构等功能各异的主体，搭建起交易主体进入交易

市场的桥梁，助推交易系统良性运转。随着交易

市场逐步稳定与成熟，交易主体日益繁多。履约

企业不再是用煤权指标唯一的出让方或受让方，

还会出现更多的市场投资者、用煤权资产管理服

务中介以及购买部分用煤权用于某些公益项目的

节能环保组织等，主体多样化趋势愈加明显。

2.2 主动适应性

主动适应性是导致系统纷繁复杂的主要根源。

适应性主体为了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谋取利益，

时刻不停地进行演化。用煤权交易系统即为一个

动态的进化系统，每个主体都是灵活主动的适应

性个体，系统演化是参与者利益交织涌现的动态

结果。在错综复杂的区域、行业背景下，各级政

府必须因地制宜、因行而异地制定差异化配额分

配方法、市场交易规则，并根据市场运行过程中

各方主体的反馈情况不断调整和创新交易机制。

履约企业均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优为

行为准则。外部环境中的用煤权市场价格、违规

履约惩罚和内部运作中的技术改造成本、运营效

益等因素皆关乎企业利益，企业综合权衡利弊后

确定相应的交易策略和履约策略，并且选择是否

与其他企业、有关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金

融机构为减轻参与者的经济负担，运用节煤收益

权质押、能效融资、节能贷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

务来实现交易流动资本的绿色属性。

2.3 变化非线性

在适应性复杂系统中，主体在与环境交互并

发生适应性变化时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线性关系，

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和突变性，这些非

线性关系交互作用于用煤权交易系统，当一个小

的环节发生改变，即刻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系

统涌现出新的结构和模式。市场价格是反映用煤

权交易系统运行情况的信号，为了描述环境的非

线性作用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将市场内部环境与

外部环境的非线性关系通过构建函数关系的一般

形式表示出来，如式（1）所示。

M ( I,E ) ∞K ⋅ f ( αIm,βEn ) （1）
式中：I、E分别表示市场内部环境、市场外部环

境；K为与 I、E两个变量相关的综合变动量；α、
β为 I、E的系数；m、n分别为市场内部环境、市

场外部环境的构成要素个数；M ( I,E )表示市场内

部环境和市场外部环境耦合作用产生的参量。

基于上述关系式，继续引入P表示用煤权指标

交易价格，建立以M为横坐标、P为纵坐标的平面

坐标系，以此阐明市场内部环境 I和市场外部环境

E的非线性作用对市场价格P的影响，如图 2所示。

其中，D表示需求，S表示供给。随着价格影响因

素的共同作用力M的逐渐增加，市场供给 （S曲
线）和需求关系（D曲线）不断调整，用煤权指标

价格也随之出现上升或下跌，呈现出非线性变动

趋势，如图 2所示。究其原因，用煤权价格影响因

素繁多，市场内部环境 I的构成要素包括煤炭资源

价格、其他能源价格、工业生产水平和市场投机

力量等，市场外部环境E的构成要素包括宏观经济

形势、政府相关政策、节能技术发展状况以及气

候变化等。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与程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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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系统交织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诸如经济形

势向好和替代能源价格增长在一般意义上能够拉

动用煤权交易需求，煤炭资源价格上升会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用煤权配额需要，节能技术提升可以

增加用煤权市场供给等。因此，用煤权市场的供

需结构调整影响价格变动趋势，系统中任何一个

影响因素的突变都可能引发价格的跳跃式发展。

图2 用煤权市场供需曲线及价格“非线性”特征

2.4 灵活层次性

复杂适应系统的层次性是与生俱来的，新层

次的产生和分化是主体适应行为的体现。用煤权

交易活动可以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现货市场

和衍生品市场等层面进行，也可以灵活跨越不同

层面，形成多种不同组合。用煤权一级市场的交

易限制于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涉及到用煤权配

额初始分配、政府回购等环节，一级市场为二级

市场的交易活动奠定基础。随着用煤权交易系统

的运行，生产企业以增进自身福利为导向，积极

地参与到二级市场的交易活动中，主动向市场提

供用煤权节省配额，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也加入

分享市场的利益蛋糕，从而涌现出更为复杂庞大

的市场交易体系。从交易产品来看，当市场决定

价格逐步取代政府指导价格时，为了规避配额供

求波动及资金运作风险，现货市场逐步过渡到衍

生品市场，派生出用煤权远期、期货、期权及用

煤权互换等衍生产品，由此便形成了用煤权现货

与用煤权衍生品两个市场交易层次，两个层次市

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3 用煤权交易的运行机制分析

3.1 用煤权交易系统框架结构及运作过程

3.1.1 用煤权交易系统的框架结构

用煤权交易系统的结构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模

块：命令刺激模块、市场运行模块、执行保障模

块和运行效果模块。命令刺激模块的政策工具分

为：煤炭总量控制和初始配额分配政策、区域激

励约束政策和区域配额储备机制等，政策工具对

区域内参与企业的煤炭生产活动产生刺激。市场

运行是用煤权交易系统的关键环节，企业主体接

受刺激而持续调整自身的状态、修改自己的规则。

执行保障模块主要指市场运行的内、外部环境，

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为企业参与交易提供良好的

机遇与环境，在此被归入执行保障部分。市场运

行效果通过企业削煤能力、能效水平、履约状况

和政策的激励效果体现出来，最终会对政府主体

产生反馈调整作用，如图3所示。

3.1.2 用煤权交易系统的运作过程

用煤权交易政策对市场参与主体的作用过程

实际是“政策激励—意愿突破—交易行为”3阶段

的复杂适应过程，各主体间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

图3 用煤权交易运行机制模型框架

邱立新等：用煤权交易特征及运行机制探析

59



2020年第8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首先，政府通过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对区域内的参

与企业实行统筹控制和激励约束[9]，作为理性经济

人的耗煤企业受到政策刺激后形成减少煤炭消费

的意愿；其次，随着市场“基本需求—交易需求

—投机需求”的需求层次提升，当煤炭资源稀缺

程度积累并突破阈值时，形成政策工具触发，即

企业煤炭减量意愿转化为淘汰、压减多余煤炭、

节能技术改造或清洁能源替代行为。在进行市场

交易时，企业通过决策判定选择独立转化或合作

转化，并通过市场运行最终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

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在整个过程中，政府统筹引导为基础，主体

的动态调整为核心，激励与约束政策为动力，同

时，还需要配套相关的执行保障措施以保障系统

有效运行。本文接下来从统筹引导、动态调整、

激励约束和执行保障 4个微观机制进一步分析与探

讨用煤权交易系统运行的机理与方式。

3.2 统筹引导机制

3.2.1 总量设定

总量设定是开启用煤权交易系统的核心要素，

总量设计水平关系到机制覆盖范围内煤炭减量目

标的实现和企业参与意愿、企业抗压弹性的形成。

区域用煤权配额数量应当以当地政府每年的煤炭

总量约束性目标为上限，并且遵循“瞻前顾后、

宽严并济”的设定原则。所谓“瞻前顾后”，即区

域的配额总量设计既要参考历史煤炭消费量，又

要兼顾未来煤炭压减潜力、新增用煤需求和技术

改造水平等动态变化因素。“宽严并济”源于权益

市场外部环境的随机性、非线性特征，用煤权总

量很难精准确定。从宽设置用煤权配额总量以避

免“煤炭约束过紧”导致的经济生产走向消极和

耗煤企业大规模违约问题。“分配从严”手段是对

于配额总量过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有效弥补，发

挥减少煤炭消费的激励效果。在总量设定过程中，

可以将用煤权配额总量（T）划分为既有存量配额

（S）、新增配额（N）和政府储备配额（R）三个部

分。对于“自上而下 （Tu） ”和“自下而上

（Td） ”两种方式确定的用煤权配额总量，“总量

从宽”体现为 T = Max (Tu,Td )，“分配从严”体现

为 S + N = Min ( Tu,Td )，政府储备配额（R）则为

宽松总量进行了严格分配后的冗余量，即 R =
|| Tu - Td 。配额储备机制使得政府能够适时地调整

配额供应结构，有效应对新增项目的需求弹性及

不可预期的市场风险，平抑市场价格波动。

3.2.2 初始配额分配

用煤权配额分配设计是对量化的煤炭配额总

量进一步结构性优化的过程，不同的配额分配方

法直接影响企业的控煤成本与节煤收益，攸关用

煤权市场运行成败。用煤权试点启动初期，适宜

采取以免费为主的分配方式提高企业接受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免费分配方式需要搭配“适当从

紧”的分配原则，配额适度从紧的状况将激发企

业减煤“活性”。对于具体的分配方法，主要包括

历史法和基准线法。然而，历史法和基准线法各

具优势和缺陷，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历史法存

在“鞭打快牛”现象，具有先发优势的节能控煤

企业并未受到公平的“用煤”待遇；基准线法易

引发“拔苗助长”问题，若区域行业内存在较大

的发展差异，较为落后的企业将面临与发展阶段

不匹配的沉重减煤压力。不公平和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配额分配方式有可能引发参与主体的反弹[10]，
从而增加这个机制的交易成本。因此，基于“共

同但与区别”的原则，本文建议将杨军等[11]构想的

“历史—基准趋近法”分配方法引入到用煤权初期

分配的研究，通过设置缓冲期以缩小区域内企业

控制煤炭利用的差异。具体流程如下：

1） 确定国家或区域煤炭总量控制目标 （G），

其对应的节点年份即为基准年（T），当期（t）到

基准年的时间间隔称为缓冲期（n = T - t + 1）。

2）确定基准年的行业单位产品煤炭消费量的

基准值（ei，i表示行业）。由国家或区域政府根据

行业的经济实力、行业特征、节能减煤潜力等客

观因素，并且考虑不同行业的竞争力对用煤权交

易机制的敏感程度而综合确定行业在基准年将达

到的基准值。若企业当前的煤炭消费量低于该基

准值，则按此基准值分配用煤权配额，高于该基

准值的企业继续按以下步骤确定用煤权配额数量。

3）根据企业的基准值 ei与上一年单位产品煤

炭消费量 rij ( t - 1 )（j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的比

值，先确定企业在缓冲期内的总体煤炭控制系数

（cijn）：

cijn = ei/rij ( t - 1 ) （2）
再确定企业在第 t年度的煤炭消费量控制系数

αijt：

αijt = cijnn = ei/rij ( t - 1 )n （3）
4）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实际产量（pij ( 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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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单位产品煤炭消费量（rij ( t - 1 )）和年度煤

炭控制系数（αijt），确定企业当年应核准发放的用

煤权配额数量（Aijt）：

Aijt = pij ( t - 1 ) × rij ( t - 1 ) × αijt = pij ( t - 1 ) × rij ( t -
1 ) × ei/rij ( t - 1 )n （4）

企业煤炭消费量控制系数αijt的大小仅取决于

企业自身的历史煤炭消费情况，走在减煤前列的

企业执行的控煤系数较大，从而有效规避“鞭打

快牛”的效应，高耗煤企业也有了一定的缓冲期

来适应煤炭削减进度，有效缓解了“拔苗助长”

的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新增的耗煤项目没有历史参

考数据，因此实行以行业单位产品煤炭消费量的

基准值为标准予以配额发放，但是新增产能实际

分配的煤炭指标量不应超过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意见中核定的年煤炭消费量。另外，由

于未来基准年发展情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需要

建立配额方案评估和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变化定

期调整行业基准值，基准值的调整和企业自身节

能减煤行动均会改变企业下一期煤炭消费量与基

准值的差异，所以企业的年度煤炭消费量控制系

数也是不固定的。待到用煤权核查体系日臻完善

时，可以用单位产值煤炭消耗或单位增加值煤耗

替代煤炭消费量作为用煤权配额的基准值，紧密

对接煤炭资源强度控制目标。

3.3 动态调整机制

用煤权交易系统的市场化元素，可以无形地

调节适应性主体的行为。在处理市场关系时，能

够快速适应并做出正确选择的主体会延续发展壮

大，不能迅速适应或决策失误的主体将遭受利益

损失，甚至趋向湮灭。

3.3.1 配额供需结构调整

在用煤权市场建立初期，由于企业煤炭消费

信息不充分或不真实，政府预设的总量和配额分

配方案容易产生过于盈溢或亏缺的局面，进而酿

成用煤权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现象。对此，政府应

当根据市场的反馈效果设置“价格项圈”，当市场

价格低于项圈规定的最低价格时，政府应当及时

以最低价格回购用煤权配额，以弥补配额设定宽

松的决策错误。当市场价格跳出项圈范围的最

高限价时，政府将通过向市场免费投放一定比

例的用煤权配额的方式来平缓市场供不应求的

紧张局势。

3.3.2 企业策略调整

强制实施的用煤权交易制度带来了公共环境

利益与私家经济利益的碰撞，以企业为主的市场

参与主体为了适应市场变化，一方面跟随市场形

势见机调整企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运营路线，另

一方面将用煤权的价值纳入战略决策之中，制定

用煤权交易策略或资产管理策略，与“约束者”

政府展开博弈。

以用煤权交易系统中企业的策略选择为例，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企业“刺激—反映”

适应性模型，进一步诠释企业动态适应的行为模

式，如图 4所示。企业接受到外部刺激和环境中其

他主体刺激后形成消息，并转换成主体可以识别

的信息流，企业识别判断信息流后按照一定规则

集逐条匹配处理。当企业实际煤炭消费量大于分

配的量时，如果其节能技术改造成本高于用煤权

交易价格，企业会选择在交易市场购买用煤权指

标；反之则会采取节能措施降低煤炭消费量，并

将多余的用煤权指标出售以获得经济利润，这种

正反馈促使企业进一步研发和应用节能环保技术。

其次，当企业依法履约净收益大于违约用煤的期

望净收益时，企业将按时履约，相反企业会选择

违规超额用煤。最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

并最终作用于环境，政府获取到企业违规履约的

负面反应后，将实施更加严格的履约机制，在对

及时履约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低碳基金支持的同

时，加强对失信企业惩戒，降低企业违规动机。

企业针对“激励与惩罚”这一新的刺激，权衡违

约与履约之间成本、收益及风险偏好程度及时产

生新的规则，负反馈倒逼企业重新审视企业战略

选择和产品开发思路，及时转型，以适应低碳经

济发展趋势[9]。企业选择交易和履约策略的过程实

际为适应性主体趋利避害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主体的适应性造就系统复杂

性的本质特征[12]。
3.3.3 金融衍生品出现

随着用煤权市场交易频次和交易数量的增加，

市场供求关系愈加复杂，单一的现货交易已经不

能够满足交易主体对风险规避和价格发现的迫切

需求，金融衍生品市场应运而生。用煤权的期货、

期权、远期、基金和债券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可

以跨时段储存、结转及借用，使得市场参与者可

以更加灵活地选择交易的方式和时机[12]。现货市场

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相得益彰，共同支撑市场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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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衍生品交易体系建设初期以开发期货产品

为突破口，配套金融服务平台与机构开展中介服

务，从而为投资者创造出一个规避风险的有效平

台，其套期保值的特性会吸引更多的减排企业、

投机商和期货经纪公司参与其中以期赚取额外利

益。市场投资者根据用煤权现货、期货价格涨跌

情况及国内外经济形势，适时调整仓位，提高市

场流动性。

3.4 激励约束机制

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处于用煤权复杂适应系

统中，企业受到的激励约束作用不仅源于政策，

还受到其他企业主体的影响。

3.4.1 政策激励工具

适度的激励政策对市场参与企业用煤效率的

提高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政府采取激励政

策，将信息、资金和人力等资源“流”作用于企

业主体。信息资源涉及指导规范、市场状况、技

术进展等；资金资源为税收减免、研发补贴、回

购金额和引资等；人力资源包括供给企业创新的

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13]。激励效应主要通过企业煤

炭资源利用率、能源消耗强度、节能技术改造转

化产品收益率等参数反映。

政府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需要寻求合理

的激励资源投放区间，以达到均衡。假设企业在 t
时期初资源拥有量为 R̄t，在节能减煤的过程中用于

节能技术改造与清洁能源替代等的资源使用量为

R͂t。同时，由于区内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竞合关

系，资源能够在多个主体间传递，还需要考虑从

其他主体获取的资源量ΔRt。企业在 t时期末的资

源拥有量为 R̄t - R͂t + ΔRt，若不考虑政府激励，企

业在 t + 1时期初投入煤炭减量工程的资源上限也

为 R̄t - R͂t + ΔRt。因此，以 t时期末为时间节点，

政府依据企业 t时期的资源使用量 R͂t或者 t + 1时期

的预期资源使用上限 R̄t - R͂t + ΔRt来为企业提供的

激励资源。政府激励政策提供的资源量为

Rt = (1 - λ ) [ ]min( R͂t, R̄t - R͂t + ΔRt ) （5）
其中，λ是政策激励过程中的资源意外损耗系

数，且0 ≤ λ ≤ 1。
3.4.2 违约处罚制度

在限定时间段内，如果履约企业煤炭消费量

超过了配额且未从市场购买配额用以抵销，则视

为未完成履约责任，应接受处罚。针对未履约企

业的具体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扣除下一年度相

应配额、对接载入征信系统、免除扶持政策等[8]。
其中，罚款的额度应该高于耗煤企业完成剩余配

额目标付出的代价，而且要高于相同数量配额的

市场价格[14]。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跨部门联合惩

戒，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4.3 约束机制外的煤炭消费行为

在用煤权初始交易阶段，一般会先选择煤炭

消费量高、操作性强的行业或者规模较大的耗煤

企业作为试点。试点企业被纳入交易机制就面临

着生产成本增加，同时，煤炭权益交易的成本效

应和绿色环保品牌收益效应具有跨期性。相比于

试点范围外的没有相应机制进行管控的企业，试

点企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心理，获得配额较

少且减煤潜力有限的企业尤为明显。因此，亟待加

强对用煤权交易机制外的行业及企业耗煤行为的约

束，严格要求和管控其煤炭减量任务的执行情况，

并且逐步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实现社会公平。

3.5 执行保障机制

3.5.1 加快推进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

我国用煤权交易正处于探索和形成阶段，相

关法律制度还不完备。为此，应尽快制定和出台

图4 用煤权交易中企业“刺激—反映”适应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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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煤权交易实施方案及管理办法，明确试点的范

围、总体安排、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为开展用

煤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提供法律支撑。其次，

加快制定用煤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配套制度

建设，如《用煤权总量设定和分配办法》《煤炭消

费报告审核和核查规范指南》《用煤权注册登记和

交易规则》等。

3.5.2 提高监督监管水平

用煤权交易市场最大的成本和缺陷就是用煤

权的核定和管控。首先，要建立严格的耗煤单位

资格审查制度，严格把关交易主体是否具有节能

减煤能力，不符合要求者坚决不分配配额；其次，

要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报告内容包括所有用煤

单位在该报告期内的用煤情况、用煤权交易情况

等；再次，要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煤炭大数据分析

库，建设涵盖用煤单位能耗的在线监测平台，推

动实现煤炭消费实时监测、预测分析和智慧管控；

最后，要建立起交易追踪制度，对于用煤权交易

市场上的所有交易行为都要登记在册，并跟踪调

查用煤权配额的使用情况。

3.5.3 完善市场支撑环境

完善用煤权财税体制，建立与用煤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相适应的财税处理方式和方法。完善用

煤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收支财政监管；鼓励银行等

金融机构运用节煤收益权质押、能效融资、节能

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为用煤权交易市场参与者

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发展用煤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相关的法律、会计、审计等相

关服务业，为用煤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市

场支撑环境。支持鼓励有关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

培训基地，开展人才培养和有关基础理论和方法

研究。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促进节能环保技术

创新，加快培育相关产业。

4 结 语

用煤权交易系统是覆盖经济、能源与环境领

域，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和多区域通力合作的复

杂适应系统。系统中的主体繁多，主体与环境之

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每一个微观主体都能够主动

地适应环境变化并推动系统宏观进化。我国用煤

权交易市场方兴未艾，为引导用煤权交易市场健

康成长与持续发展，应着力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注重发挥政府的统筹引导作用，科学合理地设置

煤炭控制目标、配额分配方法，凸显煤炭商品稀

缺属性，有序引导企业主体主动参与到市场交易

中。第二，强化用煤权资产统计核算能力，提升

煤炭消费监测技术水平，支撑用煤权交易市场公

平高效运行。第三，充分关注交易系统中的复杂

性特征，稳定各层次市场的交易环境，提高交易

过程中的价格发现、规避风险功能。第四，制定

更加全面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与用煤权市场

交易政策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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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指出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会议上确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进一步引领

我国新时期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能源作为经济发

展道路上必不可缺的支撑力量[1]，服务于我国经济

的总体规划，也要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时代下创

建能源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2]。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概念，推动其发展

需要考虑 3方面问题：一是什么是能源高质量发

展；二是如何评价当前的能源质量；三是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学者对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主要有两方面探讨：一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产生

原因。张有生等[3]从现阶段能源的发展水平认识能

源发展的问题，从供需、结构、技术等方面总结

能源发展水平，提出能源“质量、效率、动力”

三大变革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马永生等[4]考
虑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关系，认为能源

高质量发展是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新“两步走”战

略，围绕安全高效低碳的理念克服困难，从技术、

中国能源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魏倩倩，薛 晔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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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贸易等方面发展能源。二是能源高质量的

实现路径。代红才等[5]基于能源的未来规划考虑通

过情景设置的方法对中长期能源发展展望，提出

能源路径从能效、结构、安全 3方面展开；谢秋

野[6]结合现代能源体系提出发展路径，回顾和总结

我国在能源领域的成就和现有挑战，进而思考能

源高质量发展转型；何强等[7]通过分析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和当前中国能源发展形势，提出能源

三大体系——绿色产业体系、现代能源系统、现

代能源治理体系，基于此研究能源高质量发展路

径。

以上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但均是从能源

发展现状出发定性的分析，没有结合定量研究来

客观分析当前我国能源的质量水平，路径也相对

广泛。本文基于学者的研究，拟构建科学合理的

能源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确定筛选指标的原则和思

路，选出可计算、易获取的指标体系，并依据

SEM对其进行优化，得到路径系数后进一步确定

权重。将收集的数据和赋权结果汇总计算出 2010
—2017年全国各个地区的质量指数，并基于测算

结果分析全国地区的能源发展特点与问题，针对

问题提出实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为我

国能源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动力。

1 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分析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上提出的，其最终目的是能源发展的清洁低碳、

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简而言之就是解决当前的

能源困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已有能源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是有

必要的，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分析。

1.1 能源高质量发展困局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源行业完成重大突

破，包括能源供应能力提升、能源结构优化、能

源合作加强，这些成效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能源行业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与挑战，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要迫切摆脱当

前的能源困局。

1）生态环境问题。清洁低碳是当前世界能源

发展的主题。在传统能源时期，我国以“先供应、

后经济、再环保”的模式发展[8]，煤炭和油气的开

发利用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和二氧化碳，气

候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图 1所示。

1951—2016年间我国的平均气温逐渐攀升，2018
年达到 10.09 ℃，比过去偏高 0.54 ℃，气候变暖趋

势显著。这种靠牺牲资源环境的粗暴式发展并不

可持续，进入新时代后能源发展迫切需要从高增

长转向高质量，就要优先考虑生态环境。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图 1 1951—2018年全国平均气温年际变化

2） 供给安全问题。能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

源，稳定安全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改

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

快速增长，能源需求和消费也同步上涨，如图 2所
示。2010—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

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供需缺口逐年增大。另一

方面从增速看，2012年二者的增长速度均逐年下

降至最低点，2016年之后又开始上升，与 2010年、

2011年的高增速相比，2012年之后的增速均属于

低增速状态。能源消费量的持续上涨和供需缺口

的增大导致我国能源进口量持续走高，尤其是石

油和天然气。2018年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分别攀升至 74%和 43.4%，并且未来仍有上升

趋势，能源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

3）经济效益问题。从宏观看，2017年我国的

单位GDP能耗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0.017，高于美国

的 0.012，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大量的能源消耗，

效益低下。从微观来看，随着“十三五”时期我

国大力推行能源价格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能源供给企业也意识到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但是

受商品价格的影响，其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尤其

是煤电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例如五大发

电集团煤电板块受益下降67%。能源建设前期投资

巨大，经济效益问题关系到能源市场化改革能否

顺利进行，因此能源行业的不经济问题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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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 2010—2018年中国能源供需情况

1.2 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尚缺

国内已有许多学者构建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

色低碳的指标体系，而鉴于能源高质量发展这一

概念较新，关于这方面的指标体系构建较少。能

源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都强调要

构建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但是前者还

强调协调问题，即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能

源领域的清洁低碳、经济高效、安全可靠三者之

间存在相互制约，例如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往往伴

随着高成本，而低成本的能源消费又会对环境带

来负担，为应对污染减排，政府出台的“煤改

气”、火电脱硫脱硝和提升成品油标准都提高了企

业和居民的能源消费成本[9]。进入新时代，经济的

转型发展为能源革命提供支撑，技术革命降低清

洁能源的成本，增强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使

得清洁低碳、经济高效、安全可靠三者之间的矛

盾适当缓解。在此背景下须要基于相关指标重新

构建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区别于其他概

念下的指标体系，有效测评地区的综合质量指数。

2 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科学可行性原则。科学性是指要以理论为基

础，紧紧围绕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主题，选取的指

标要真实客观地反映当前我国的能源发展水平，

同时突出能源的转型发展，体现能源发展的新动

能，做到科学性与前瞻性的统一。可行性是指要

选取容易获得、可量化计算的指标，并以尽可能

少的指标反映尽可能多的问题。

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原则。指标体系是

一个系统的整体，在整体构建的过程中始要终贯

彻能源高质量发展，选取指标时也要注意能源、

经济、环境三者的协调性。在系统整体的基础上，

逻辑合理地分层次细化研究，逐渐由定性目标量

化成具体的要素指标，这些指标在相互关联、相

互制约中反映系统特征，形成合理的结构层次。

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能源高质量

发展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范畴，单一的指标类型不

能很好地诠释其内涵，因此在评价分析时要做到

动静结合。静态指标可以对中国地区在某一时间

点的能源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动态指标则是考察

随着时间的变化能源发展水平的变动状况，两者

相结合既能横向从空间上比较中国不同区域的能

源高质量发展指数，又能从时间上纵向看单个地

区的能源发展水平变化，使得构建的指标体系更

加全面。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定性分析，将选取的指标进

行分类，对不同单位不可比较的指标数据无量纲

化，再计算综合质量指数，进行定量分析。

2.2 指标选取依据和体系初建

能源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

涵盖能源、经济、环境等众多内容，本文基于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考虑能源发展的多元复杂，

同时兼顾指标选取的科学可行、系统层次、静态

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将能源高质量

发展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即一级指标（A）、二

级指标（B）和三级指标（C）。各级指标都需要经

过层层筛选，一级指标是总体目标——能源高质

量发展，二级指标是依据能源对社会经济的支撑

和能源系统本身的目标两方面获得的。在能源对

社会经济的支撑方面，要保障能源的稳定供应

（安全可靠）；在能源系统自身的发展要求方面，

第一要减少各种废气废水的排放（清洁），同时受

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低

碳），第二保证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经济），要

求利用较少的资源获得较大的产出（高效）。三级

指标是依据二级的一系列能源需求构成针对性问

题，包括：能源供应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能源

转换效率低下；能源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较大，尤其是煤炭；能

源利用严重污染环境；化石能源消耗带来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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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加重温室效应；能源消费速度与

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等，将这些问题归纳总结并

对应到能源系统的各个环节，确定三级指标，见

表1。
表 1中，在安全可靠维度，用C1、C2、C3反映

地区的能源资源储备和供给能力，用 C4反映能源

的对外依存度，值越低，说明能源自给能力越强，

安全性越高；在经济高效维度，用 C7反映我国整

体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用 C8反映企业能

源经济效益高低，由于我国是以煤炭消费为主的

国家，而电煤的利用效率往往高于煤炭其他用途

的效率，因此用 C6间接反映煤炭利用效率，经济

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用 C5、C9体现；在清洁低碳维

度，用C10反映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用C11、C12
反映能源消费的清洁性，用C13反映碳排放状况。

表 1 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2.3 指标体系的优化

在指标体系应用前，需要检测其适用性，本

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检测三级指标间的

契合程度，剔除多余指标，达到进一步优化目的。

2.3.1 理论模型的构建

通过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的初

建，本文认为能源高质量是由安全可靠、经济高

效、清洁低碳 3个维度综合决定的指标，且均有正

向影响，所以构建二阶因子模型为：B1、B2、B3作
为一阶因子，A作为二阶因子，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3所示。

图3 理论模型构建

2.3.2 模型设定与识别

1）模型设定。结合理论模型的构建，将指标

体系中的 13个三级指标作为观测变量，建立能源

高质量发展评价的二阶验证因子模型，如图 4所
示。模型一般由以下方程式决定。

C = ΛcB + ε （1）
B = ΓA + ς （2）

式中：A为外生潜变量；B为内生潜变量；C为观

测变量；ε为C被B解释不完全的测量残差；ς为B
无法被完全解释的估计误差；Λc为C与B之间的相

关关系矩阵；Γ为B与A之间的相关关系矩阵。

图4 能源高质量发展初始路径分析

2）模型识别。初始模型共有 33个变量，其中

13个观察内因变量，即三级指标，3个潜在内因变

量，即二级指标的 3个维度，而残差和一级指标属

于潜在外因变量，见表2。

一级指

标A

能源高

质量发

展A

二级指标B

安全可靠

B1

经济高效

B2

清洁低碳

B3

三级指标C
一次能源生产量C1
能源资源储量C2

可供地区消费的电量C3
天然气自给率C4
国内生产总值C5

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C6
单位GDP能耗C7

单位工业生产总值能耗C8
国有经济能源工业投资占能

源行业投资比重C9
环境治理投资总额C10

废水的排放量C11
二氧化硫排放量C12

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C13

指标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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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能源高质量发展初始模型变量分布

模型在检验前需要得知其自由度，本文通过

AMOS24.0运行输出，见表 3。初始模型的 df大于

0，属于过度识别，可以进行适配度检验。

表3 能源高质量发展初始模型基本信息

2.3.3 数据收集与处理

1）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

源于 2010—2017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

省的《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其中部分数

据在这些年鉴中未公示，通过查询各省统计局官

网中的政策文件得到，还有部分数据需要加工计

算得来，例如 C2和 C13等。由于部门省 （市、区）

的数据缺失，只收集中国 2010—2017年30省（市、

区） 的指标数据。且因为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统

一，不可以直接代入运算，所以在应用前需要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Dij = Cij - min(Cij )
max(Cij ) - min(Cij )，Cij为正向指标 （3）

Dij = max(Cij ) - Cij
max(Cij ) - min(Cij )，Cij为负向指标 （4）

式中：Cij （i=1，2，3，…，m； j=1，2，3，…，

n）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个指标；Dij为处理后无量纲

化的数值，取值范围为[0，1]。
2）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信度分析即可靠性

统计，是统计 13个观测变量内在的一致性，信度

越高说明其收敛性越好，指标更具有解释力。本

文通过 SPSS25.0对指标数据进行 Cronbach’s α测

试，结果见表 4，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3，属

于中高信度，符合要求。

表4 数据信度检验结果

效度分析考察 13个指标数据对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解释程度大小，效度越高说明本文的指标数

据可以较好地解释测量能源综合质量指数。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验可知，KMO 样本测度值为

0.765，属于高效度，且通过Bartlett球形度的显著

性检验，符合要求，见表5。
表 5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2.3.4 模型估计与适配性检验

通过信度检验与效度分析之后，对初始模型

采用AMOS23.0进行适配性检验，结果见表 6，初

始模型的拟合指标都没有与临界值相匹配，表明

原假设不合理，能源高质量发展模型需要修正。

表 6 能源高质量发展模型整体适配度统计量

2.3.5 模型修正

模型修正时，首先依据AMOS23.0输出结果中

参数估计值的 P<0.005的要求，删减不达标的观测

变量，其次依据MI值，建立残差间的相关路径，

重复步骤。最终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 7，除

P值仍小于 0.05外，其他拟合指数均已达标。P>
0.05代表理论矩阵与观察矩阵没有差异，考虑到

SEM模型拟合中P值易受样本数量影响造成拟合结

果不佳，此时观察NC，修正模型的NC<2.5，表示

在考虑模型复杂程度下，其拟合程度较好，并且

GFI、 CFI、 NFI、 RFI 均 大 于 0.9， RMSEA 小 于

0.08，表明模型适配良好，能源高质量发展模型合

理化。

变量种类

观察内因变量

潜在内因变量

潜在外因变量

变量名称

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3
B1、B2、B3

e1、e2、e3、e4、e5、e6、e7、e8、e9、e10、e11、e12、e13、e14、e15、e16、A

变量个数

13

3

17

克隆巴赫系数

0.773
项数

13
有效样本数

240

数据点数量

91
待估参数

29
模型自由度

62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765
1 775.945

78
0.000

指标

绝对适配度

指标

相对适配度

指标

模型拟合指数

P
NC
GFI

RMSEA
NFI
CFI
RFI

临界值

>0.05
1 < NC<3
>0.9
<0.08
>0.9
>0.9
>0.9

输出结果

0.000
6.27
0.771
0.125
0.809
0.732
0.701

是否匹配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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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能源高质量发展模型修正后整体适配度统计量

输出能源高质量发展修正后模型内在适配度

统计量，见表 8，修正后的模型路径系数都在 5%
水平上显著，表明观测量指标较好地诠释相应的

维度，B1、B2、B3 3个维度很好地解释能源质量指

数，其中经济高效B2对能源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大。

表8 能源高质量发展修正后模型内在适配度统计量

模型修正后的能源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参数模

型，如图 5所示，B1、B2、B3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46、0.97、0.50，满足理论构建中 3个维度对能

源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的假设，修正后的模型

减少了 3个观测变量，相应的指标体系也要进一步

优化，删除3个三级指标C3、C5、C12。
3 指标体系的应用

3.1 指标的量化

1）计算指标权重。权重可以反映不同指标的

影响系数，本文采用第3部分能源高质量发展标准

图5 能源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参数模型

化参数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来计算权重，公式如下。

Wij = λij

∑
j = 1

n

λij

（5）

式中：λij为标准化路径系数；Wij为一阶因子下三

级指标的相应权重，二级指标 Pi的权重计算也是

如此。

2）计算综合质量指数。确定权重以后，将标

准后的指标数值与相对应的权重相乘汇总，得到

综合质量指数，公式如下。

V =∑
i = 1

H

Pi∑
j = 1

K

Wij Cij （6）
其中，H为一阶因子的数目；K为一阶因子对

应的指标数目；V为综合质量指数介于[0，1]之间，

值越大，说明该样本的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反之，则该样本的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

3.2 能源高质量水平的测算

1）赋权结果。依据标准化的样本数据与公式

计算权重见表 9，各指标层的权重不一，其中，B2
权重最大是 0.502 6，而 B1权重最小，有 0.237 6，
通过观察三级的具体指标发现：B1、B3维度下各指

标的分布不匀，其中 B1维度下的 C2权重最小是

0.266 7，B3维度下C11权重较大，是 0.540 3，而B2
维度下指标分布均匀大多在0.27左右。

指标

绝对适配度

指标

相对适配度

指标

模型拟合指数

P
NC
GFI

RMSEA
NFI
CFI
RFI

临界值

>0.05
1 < NC<3
>0.9
<0.08
>0.9
>0.9
>0.9

输出结果

0.000
2.389
0.958
0.076
0.967
0.980
0.932

是否匹配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B1
B2
B3
C1
C2
C4
C6
C7
C8
C9
C10
C11
C13

路径

<---
<---
<---
<---
<---
<---
<---
<---
<---
<---
<---
<---
<---

A
A
A
B1
B1
B1
B2
B2
B2
B2
B3
B3
B3

参数估计值

Estimate
1

1.108
0.544
1

0.615
0.689
1

1.013
0.986
0.961
0.769
0.954
0.889

参数标准化值

Standardized
0.459
0.971
0.502
0.911
0.571
0.659
0.564
0.904
0.882
0.831
0.456
0.905
0.484

标准误

S.E.

0.271
0.153

0.078
0.081

0.164
0.162
0.154

0.469
0.165

临界比

C.R.

4.833
3.557

7.849
8.552

9.827
9.787
9.46

5.228
6.601

显著性

P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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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赋权结果 2）测算结果及分析。依据收集到的数据和赋

权结果，计算得到 2010—2017年我国 30省 （市、

区） 的能源发展综合质量指数，见表 10，总体来

说过去一段时间我国能源高质量得分呈上升趋势，

表明能源建设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依据 2017年所得数据可知各省能源高质量发

展排名情况，如图 6所示，总体来说综合质量指数

最高的是江苏，其次是广东、浙江、上海，而宁

夏、新疆、山西和内蒙古的得分较低。由于A2的
权重较大，很大程度上决定综合指数的高低情况，

其次结合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异，间接导致能源

省（市、区）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2010年
3.078 3
2.599 8
2.541 6
1.661 6
2.289 8
3.551 0
3.560 0
3.253 9
3.780 8
3.915 0
3.862 2
3.308 0
3.367 3
3.232 0
3.366 7
3.109 7
3.094 6
2.955 4
3.679 8
2.895 5
2.513 5
2.544 7
2.547 6
1.543 3
2.042 7
2.247 2
1.946 2
1.840 8
0.980 4
1.734 9

2011年
3.257 0
2.846 8
2.969 4
2.169 0
2.908 2
4.113 7
3.793 8
3.669 6
4.222 6
4.586 6
4.194 0
3.742 1
3.787 7
3.6026
3.877 7
3.567 3
3.537 3
3.410 2
4.165 8
3.222 7
2.807 7
2.852 2
3.026 3
2.088 9
2.555 8
2.612 7
2.487 4
2.265 8
1.547 6
2.368 6

2012年
3.380 6
3.031 7
3.095 3
2.225 3
2.798 6
4.358 5
3.852 5
3.766 1
4.254 8
4.748 1
4.457 9
3.829 0
3.853 8
3.722 3
4.012 8
3.727 1
3.670 0
3.590 8
4.308 0
3.270 9
2.684 0
2.911 0
3.140 6
2.234 4
2.553 1
2.631 8
2.535 3
2.400 5
1.559 1
2.026 6

2013年
3.498 9
3.040 4
2.921 6
2.222 4
3.059 9
4.338 8
3.951 2
3.861 7
4.285 5
4.833 4
4.385 6
3.949 7
3.893 0
3.715 4
4.120 1
3.796 8
3.725 2
3.681 7
4.995 7
3.260 0
2.744 8
2.917 5
3.141 8
2.394 4
2.646 9
2.616 0
2.545 9
2.222 7
1.805 9
1.919 5

2014年
3.486 5
3.036 6
3.124 8
2.118 1
3.035 2
4.326 6
3.936 1
3.796 4
4.277 8
4.859 4
4.389 9
3.906 3
3.865 5
3.698 5
4.078 7
3.799 1
3.722 7
3.552 5
4.401 2
3.222 0
2.598 2
2.831 6
3.102 5
2.457 4
2.667 2
2.564 0
2.491 9
2.143 5
1.591 5
1.737 5

2015年
3.328 7
2.899 4
2.916 9
1.868 9
2.849 1
4.179 7
3.850 7
3.655 6
4.162 9
4.752 4
4.305 1
3.771 4
3.796 7
3.548 8
3.959 6
3.675 2
3.588 9
3.515 9
4.300 0
3.124 0
2.393 7
2.741 2
2.978 3
2.355 5
2.509 9
2.430 3
2.361 9
2.061 8
1.309 9
1.447 5

2016年
3.248 2
2.758 5
2.760 3
1.676 3
2.548 4
3.656 4
3.592 7
3.368 9
3.911 8
4.481 5
4.113 7
3.489 4
3.550 6
3.337 0
3.619 2
3.371 8
3.303 2
3.147 6
4.096 5
2.766 7
2.138 8
2.516 6
2.753 9
2.063 2
2.340 4
2.084 3
2.138 9
1.682 7
1.098 7
1.288 6

2017年
3.857 5
3.415 4
3.454 3
2.121 3
2.164 2
3.865 1
3.754 9
3.463 9
4.082 1
4.749 3
4.357 0
3.694 0
3.884 7
3.525 3
3.886 7
3.752 4
3.518 0
3.568 1
4.432 3
3.133 6
2.552 6
2.942 0
3.112 8
2.615 1
2.935 7
2.816 9
2.853 7
2.352 8
2.084 6
2.097 7

表10 2010—2017年各省能源综合质量指数

一级指标A

能源高质量发

展A

二级指标B

B1

B2

B3

权重

0.237 6

0.502 6

0.259 8

三级指标C
C1
C2
C4
C5
C7
C8
C9
C10
C11
C13

权重

0.425 5
0.266 7
0.307 8
0.177 3
0.284 2
0.277 3
0.261 2
0.223 0
0.540 3
0.23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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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与经济快速发展省份的能源质量差异。例如

广东、江苏和海南，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的非能源

省份，而对于山西、内蒙古等能源省份来说，综

合指数普遍较低，能源利用不经济不高效，其中

山西省 2017年的 C7、C8分别为 1.34和 0.88，相比

广东的 0.85和 0.38，相差甚远。由此可见，综合质

量指数反映能源大省与经济快速发展省份之间能

源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二级指标的 3个维度具体分析，如图 7所示。

在 B1维度，指数较高的依次是山西、内蒙古、陕

西、新疆，较低的是上海、江苏、海南，主要原

因是能源省份的资源储量丰富，非能源省份的经

济发快速展依赖于省外调入的煤炭、电力等资源；

在 B2维度，指数较高的是江苏、广东、浙江、福

建等沿海省份，较低的是新疆、宁夏、内蒙古、

山西，主要原因是产业的分布不同，沿海省份的

GDP主要来源于服务行业，消耗的能源大多是电

力，利用效率较高，而能源省份以工业发展为主，

GDP增长依靠能源拉动，C7、C8指数居高不下；在

B3维度，指数较高的是广东、江苏，较低的是吉

林、宁夏、新疆，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费结构的清

洁度和产业发展占比影响C10、C11、C13。

4 政策建议

由能源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参数模型可知，能

源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高效这一维

度，我国能源发展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各省

之间的能源发展差异明显，尤其是能源大省与经

济快速发展省份。就能源大省来说，一次能源生

产量相对充足，对外依存度较低，安全系数好，

但是除安全外的其他维度发展不容乐观，例如山

西、内蒙古、新疆的综合质量指数普遍较低，因

此，能源大省要促进资源的清洁高效开发，抑制

不合理需求，达到能源利用上的经济高效。而对

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份，应当在积极利用自身资

源的前提下，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对外依

存度，各省因地制宜地选取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

4.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抑制不合理需求

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是我国能源生产大

省，要想在能源经济上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

式增长的转变，就要提高能效，抑制不合理需求。

经济高效维度下 C7、C8的路径系数较大，分别为

0.904和 0.882，因此降低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

生产值能耗是重点。能耗强度大是由于能源大省

图6 2017年我国各省能源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图7 2017年我国A1、A2、A3的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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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炭消耗强度依旧很大，高耗能的工业制造更

是离不开煤炭，因此从优化产业结构着手，降低

高耗能产业的比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第

三产业比重，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同时大力发展

氢能发电、太阳能热发电等，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此外，实现能源转型就要明确有限的资源满足不

了无限的需求[10]，优化能源消费，形成节能意识，

抑制不合理需求，优化能源资源配置。

4.2 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尤其是石油

和天然气，未来快速的能源增长需求会进一步增

加压力，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本文从扩充自

身的资源和能源进口多元化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就自身资源来

说，我国“富煤、贫油、少气”，但是可再生资源

丰富，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

能源作为替代资源保证供应稳定，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能源对外依存的快速攀升。此外天然气

作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清洁能源，需求

量逐年增长，除发展可再生能源外，我国也要加

大勘探力度，实施多气并举，例如常规气 （含致

密气）、煤层气、生物气，发展规模效益。在能

源进口方面，应当加强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提高

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活跃度，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重点，推进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能

源合作 [11]。

5 结 语

本文构建能源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以质量的视角评价我国 2010—2017年的能源发展

水平，并分析各省的能源发展差异，计算得到质

量指数。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政策的演

变，我国的能源发展情况在质量上有所上升，但

是离高质量的标准仍有差距，在未来的发展中如

何于有限的资源中寻求能源安全，在保证稳定供

应的基础上清洁低碳、经济高效的利用是重中之

重。从省级层面来看，能源大省的清洁低碳、

经济高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非能源大省要在

当地资源的利用下保障能源安全，各省以适合

当地的发展道路前行，最终形成全国协调发展

的平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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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化水平、教育程度亦相对

落后；同时，源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历史积淀、

产业基础以及政策导向等层面的无形约束，西部

的技术创新能力与自生接续发展能力有限，至今

没有形成以成体系的技术研发、科技创新及绿色

新兴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主体的创新发展模式。与

此同时，西部地区民族与宗教人口占比相对较大，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教育基础与优质教

育资源与东中部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导致本地区

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从而无法形成创新发展所需

的人力资本条件。此外，西部地区是我国最重要

的自然资源产出地和生态环境涵养地，但基于恶

劣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体系产生的“资源—

环境—生态”连锁作用，对本地区经济产生了明

显的“发展锁定”，导致西部地区在肩负“顾全大

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江山秀美、生态涵养、

资源支撑”等发展重任时，无法有效对发展中出

现的诸多关键问题做出强劲有力的回应。上述情

况意味着西部地区的产业基础、人口素质、生态

与环境未能给予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以可靠有效

中国西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赵亚楠，逯 进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基于 2003—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 12省（区） 86个地级市样本，讨论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

新对西部环境污染的影响特征，并对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

新对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协同效应，即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受人力资本的影响，

反之亦然；而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溢出效应”“外资溢出效应”和“财政溢出效应”形

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传导机制。据此，西部地区可在持续强化

有效人力资本积累和适应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充分优化并有效升级产业结构、持续吸收高质量

的外资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以此强化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环境污染；机制分析；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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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western China
Zhao Yanan，Lu Jin

（School of Economics，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sample of 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12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were discussed，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was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at i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ffected by human capital， and vice versa.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pillover effect”，“foreign capital spillover effect” and “fiscal spillover effect” form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or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o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ased on this，the western region ca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ffectiv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daptive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fully optimize and effectively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continue to absorb high-quality foreign in⁃
vestment，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s to strength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human capital；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pollution；mechanism analysis；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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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反馈。从现实情况看，自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面临着严峻的生态与环境

退化问题；同时人口结构失衡风险在进一步加大、

人力资本储备严重不足，而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差距也在持续扩大。

1 文献综述

为清晰展现、理解和应对西部经济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持续不懈推进对西部地

区的全方位研究，其中，有关人口素质、技术创

新、环境污染无疑是重中之重。既往已有很多研

究，但针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城市级别的研

究还未查到，本文将在这方面展开尝试性讨论。

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研究

表明，二者具有明确的正相关特征。Hartman等[1]

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环境污染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

长模型，讨论了二者的关系，其结论表明人力资

本降低环境污染的效果显著。Kurtz等[2]则采用跨国

数据样本研究发现，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

引导自然资源开发朝着支持新兴技术和更加优质

的经济部门的方向发展。刘伟明[3]通过将人力资本

积累因素引入 Stokey—Aghion模型，发现在“源头

控制”的污染治理路径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

促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袁晓

玲等[4]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环保意识

的增强，同时依靠人力资本支撑的增长模式则更

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模式，从而减

少对资源环境的依赖。此外，亦有文献表明，人

力资本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5-6]。
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现有研究对此

大多持有肯定性意见。Grossman等[7]在分析影响环

境污染的因素时发现，技术在改善环境质量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能使经

济发展更加“绿色”。Zailani等[8]通过对汽车产业的

研究发现，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改善环境污

染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作用。Chiou等[9]利用

空间误差模型讨论了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认

为绿色创新对提高环境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孙

建[10]的研究也发现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少

碳排放。蔡宁等[11]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

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内部的技术研发相比于技

术溢出和引进外来技术更有助于减轻环境污染。

李粉等[12]却认为，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有正相关关

系。原因在于处于产业聚集初期和中期的企业并

不注重环保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使得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但环境效率却未得到改

善，反而消耗了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

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看，这一经典

主题已具有相对成熟而完善的结论，即二者存在

着明显的互促作用。Acemoglu[13]研究发现知识资

本、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可以揉进技术创新

的过程以及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孙文杰等[14]

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我国企业技术创

新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

人力资本的吸收消化能力不足导致无法充分利用

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钱晓烨等[15]引入空间回归方

法估计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发现

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与创新活动是高度相关的。

梁超[16]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

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姚嘉等[17]认为，人力资

本不仅是R&D技术溢出吸收的载体，也决定了地

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审读可以发现，多数研究

是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角度分别考察对环境污

染的作用，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框架，可以

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这一单

因素分析模式忽略了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可能存

在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实证上，从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看，绝

大部分研究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将影响

环境污染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其中，有关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

响得出的结论一致：西部地区的技术效应可以减

少污染排放[18-19]。但是，在研究西部地区环境污染

的文献中，却未曾见到有关人力资本以及将人力

资本和技术创新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对西部环境污

染影响的讨论，因此，本文将以西部地区为研究

对象，尝试性讨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对环境污

染的共同作用机制。研究视角将重点关注于二者

之间的协同效应的机制特征。此外，经进一步梳

理现有研究思路并同时考虑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

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还可能通过产业结

构、外资、财政支出等变量进一步影响到环境污

染，从而引出了本文另一个机制分析——中介效

应。从整体研究设计看，通过协同和中介两大机

制分析，可形成有关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技术创

新影响环境污染的完整而规范的分析框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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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大多数研究的宏观或产业分析范式，为了

使研究更为全面、准确，本文引入西部地区 12个
省（区） 86个地级市，并采用较为新颖的“城市

创新指数”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城市创新

指数是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和国家工

商局的新注册企业数据这两组微观大数据，由专

利创新和创业指数两方面合成。因此，城市创新

指数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有效

弥补以往分析中有关市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的不足，从而在研究样本与数据方面具有新颖的

视角。

2 假设提出

基于上述认知，综合考虑人力资本和技术创

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大致会存在如下逻辑：

某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劳动力

的整体素质越高，对技术的吸收与创新的能力也

会越高，从而也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以

及新技术的应用，进而也有益于降低环境污染

（白俊红等[20]）。以此为着眼点，放眼西部地区，其

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都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

因此，其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上较低；同时，在技

术创新方面，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明显

低于东中部地区，资源冗余现象严重[21]。因此，综

合看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处于双劣态

势。为此需要明确解析的问题是西部地区是否明

确存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

制？为此，提出研究假设H1：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会降低环境污

染，如果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存在协同效应，那么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

强度会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反之亦然。

进一步从产业结构演化的三个阶段来看，第

一阶段以低水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阶

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三阶段以技术密集

型产业为主。其中，第二阶段的产业发展以传统

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这使得环境污染状况由第

一阶段的轻污染转向重污染状态。在跨入第三个

阶段后，产业结构逐渐合理，新兴技术和清洁技

术得以应用，环境污染状况得到改善，由此形成

“产业结构溢出效应”。以此为参照，观察西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状态，可以发现随着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深入实施，东、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

开始向西部转移，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得以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整体上出现了“结构性加

速”[22]。以此为支撑，结合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

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现状，是否会形成如下的逻

辑关系：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由“产业结构溢出效应”进一步抑制

环境污染？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2：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通过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进而实现了“产业结构

溢出效应”。

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不

断扩大外资吸收规模，持续的外资引入也为西部

地区的企业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

经验，这从侧面促使本地区企业的生产过程变得

相对清洁而高效。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外资溢

出效应”。进一步思考，西部地区的外资持续引

入，离不开近年来充足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持续改

进的技术创新平台。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

题是，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否有效

促进了外资的吸收，进而通过“外资溢出效应”

缓解环境污染？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3：
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通过吸收高质量外资降

低环境污染，进而实现了“外资溢出效应”。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政策支持及优惠补贴，财政支出中的服务类

支出以及环保类支出会作用于减少环境污染，由

此产生“财政溢出效应”。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

的角度看，二者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提高财政支出

效率。聚焦环境污染问题，在“财政溢出效应”

的作用下，是否意味着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

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促进环境污染的改善？

基于此，提出假设H4：
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通过促进财政支出降低

环境污染，进而实现了“财政溢出效应”。

3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二氧化硫是工业污染排放中最典型的

排放物，也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所以，本文

将其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23]。
3.1.2 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刘渝琳等[24]的研究，将每万人普通高等院

校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

赵亚楠等：中国西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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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017年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选取城市创新指

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

3.1.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参考许进杰[25]、王敏

等[26]的研究。他们认为以下因素会影响环境污染：

①消费总额。消费需求的变化会直接导致供给发

生变化，并通过生产环节影响环境状况；②实际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自然资

源的利用及消耗程度，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

影响；③人口总量。人口数量的变化会使得生活、

生产方面的需求发生变动，并对资源和环境产生

直接影响；④人均绿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可以

反映一个城市的绿化程度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程度；⑤全社会用电量。西部地区主要采用火力

发电、风力发电以及光伏发电等形式，用电量的

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消费需

求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对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

3.2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03—2016年中国西部 86个
城市（选取时间至 2016年的原因在于受《中国城

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的约束，这一报告后

续未再公布），这一选择可以从相对微观化的空间

视角讨论研究主题，使得研究内容更为具体可靠。

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

数据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1。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模型的设定

结合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并参考现有文献对

环境污染决定因素的讨论，本文将环境污染界定

为如下函数：

Y = f ( edu, ln inno, ln cons,green, ln pop, ln gdp, ln elec )
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 1，基本计量模型的设

定如公式（1）所示。

ln SO2 it = α0 + α1eduit + α2 ln inno + α3 ln consit +
α4greenit + α5 ln popit + α6 ln gdpit + α7 ln elecit + εit （1）
4.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使用固定

效应模型而非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

应回归结果见表2中模型1所示。

由模型 1的回归结果可知，西部地区人力资

本、技术创新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染。具体看，

一是 edu的回归系数为-7.55，在 1%的水平下显

著，表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

低环境污染。究其原因，随着学习时间、培训时

长、工作经验等的积累，人力资本所蕴含的技能

水平会逐渐提升，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

起到降低环境污染的效果。二是 lninno的回归系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数值（lnSO2）
解释变量

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数比总人口（edu）
城市创新指数对数值（lninno）
控制变量

消费总额对数值（lncons）
人均绿地面积（green）
人口总量对数值（lnpop）
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lngdp）
全社会用电量对数值（lnelec）
中介变量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indus）
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总额对数值（lnfdi）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scal）

单位（原始值）

t

人/万人

分

万元

hm2/万人

万人

万元

万kWh

%
万美元

%

均值

10.27

136.29
-1.10

14.16
12.40
5.59
15.39
12.21

36.95
7.57
19.68

标准差

1.48

212.78
1.84

1.18
20.27
0.78
1.02
1.27

10.24
2.15
12.92

最小值

0.69

1.00
-5.27

5.47
0.08
2.80
12.67
7.72

8.58
0.28
1.18

最大值

13.43

1 311.24
5.02

18.10
199.49
8.13
18.99
15.93

85.34
13.66
157.52

表1 2003—2016年中国西部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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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值。

数为-0.12，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西部地区技

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污染。可能

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会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企

业污染处理水平，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清洁能源

的使用，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对环境污染起到

有效的缓解作用[27]。同时，经济活动和经济投入

之间的技术转化系数不断提高，能够促使经济增

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单位经济活动的

环境资源投入不断减少，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持续

改善[28]。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内生性检验

本文分别选取关键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

工具变量，以避免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

考察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依次通过 Kleibergen-
Paap rk LM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

计量和Hansen J 统计量来检验不可识别问题、弱

工具变量问题和过度识别问题，检验结果显示不

存在上述 3个问题，故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

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中的模型 3和模型 4。在

分别加入 edu和 lninno的滞后一期后，模型的回归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4.3.2 替换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工业二氧化硫

的排放量替换为工业废水排放量，从而可得表 3中
模型 5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替换变量后的回归

结果亦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4.3.3 空间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环境污染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从而

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接下来将进行空间稳健性

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西部地区环境污

染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地理位置相近

地区经济发展会相互影响，所以可能存在类似的

经济行为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故利用人均

GDP指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空间回归。经过

LR检验发现，空间杜宾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为合理。

表 3中的模型 6列出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下，回归结

果与基准模型的结果亦基本一致。

上述检验结果共同验证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

果是稳健可靠的。

4.4 协同效应解析

在基准回归结果稳健的基础上，为了讨论人

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交互作用机

制，在公式（1）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在基准模型

中引入关键变量的交叉项，形成公式（2）。

ln SO2 it = γ0 + γ1eduit + γ2 ln innoit +
γ3edu ln innoit + γ4 ln consit + γ5greenit + γ6 ln popit +
γ7 ln gdpit + γ8 ln elecit + εit （2）

由表 2中模型 2的回归结果可知：edu和 lninno
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与模型 1一致。进一步观

察，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一方面随着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的减污作用会逐

渐增强；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的减污作用亦会增强，二者之间存在着

明确的协同效应。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新技术的

变量

edu
lninno
edulninno
_cons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r2
F
N

模型1
-7.55***（-2.90）
-0.12***（-3.14）

--
9.09***（3.09）

控制

控制

控制

0.139 9
8.932 9***
120 4

模型2
-20.17***（-3.86）
-0.13***（-3.28）
-1.08*（-1.91）
9.86***（86.33）

控制

控制

控制

0.131 7
10.447 6***
120 4

变量

edu

lninno

_cons

控制变量

r2
F
N

模型3
lnSO2

-19.40***
（-8.43）
-0.18***
（-4.12）
-5.33***
（-4.81）

控制

0.32
--
1118

模型4
lnSO2

-19.35***
（-8.49）
-0.18***
（-3.87）
-5.38***
（-4.60）

控制

0.32
--
1118

模型5
lnWater
-4.50**
（-2.52）
-0.13***
（-6.35）
-0.42

（-0.25）
控制

0.05
9.09***
1204

模型6
lnSO2

-0.01***
（-3.06）
-0.13***
（-3.33）
--
--

控制

0.01
--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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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应用除了需要充足的研发资金投入，更为

重要的是需要人力资本作为支撑，离开了人力资

本，技术研发将无法进行。此外，技术创新水平

的提高将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节约的

生产成本可以投入到劳动力的培训中，进一步通

过更高级的人力资本显著改善环境污染。同样，

人力资本的水平越高，可以缩短研发周期或提高

研发水平，成为技术创新显著抑制环境污染过程

中的有效助推器。由此，验证了假设H1。
4.5 中介效应解析

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分析，这一分析将有助于更

为全面而深入的揭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

污染影响机制的完整路径与特征，从而形成一个

有关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

综合分析体系。

4.5.1 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为了识别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

影响机制，借鉴Hayes[29]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构

建了递归方程组，包括公式（2）—（4）。
M it = θ0 + θ1edu it + θ2 ln inno it + θ3edu ln innoit + θ4 ln consit +
θ5greenit + θ6 ln popit + θ7 ln gdpit + θ8 ln elecit + εit （3）

ln SO2 it = μ0 + μ1eduit + μ2 ln innoit + μ3edu ln innoit +
μ4 ln consit + μ5greenit + μ6 ln popit + μ7 ln gdpit + μ8 ln elecit +
μ9Mit + εit （4）

其中， Mit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

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公式 （2） 讨论人力资本、

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协同作用；公式（3）讨论

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二者共同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重点关注系数 θ3；公式（4）讨论人力资本、技术

创新如何通过中介变量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重

点关注系数μ9，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4.5.2 “产业清洁效应”机制解析

考虑到西部地区正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因此，产业结构成为诸多经济因素影响或

被影响的关键变量。将研究视角置于产业结构层

面，讨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是否会通过产业结

构这一中介因子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将第三产

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

标[30]。
由前文表 2可知，模型 2中 γ1、γ2和 γ3显著为

负，说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会显著

改善环境污染，并且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协同效

变量

edu

lninno

edulninno

indus

lnfdi

fiscal

_cons

r2

F
N

模型7
indus
57.75*
（1.95）
1.86***
（10.07）
9.48***
（3.10）
--
--
--
--
--
--

49.97***
（3.66）
0.09

23.13***
1204

模型8
lnfdi
15.40*
（1.69）
0.50***
（12.84）
1.98**
（2.10）
--
--
--
--
--
--

7.96***
（61.34）
0.19

89.54***
1204

模型9
fiscal

42.61***
（9.18）
0.61***
（30.74）
3.61***
（7.52）
--
--
--
--
--
--

13.81*
（208.72）
0.63

638.70***
1204

模型10
lnSO2

-19.13***
（-3.54）
-0.23***
（-6.83）
-1.65***
（-2.92）
-0.01*

（-1.65）
--
--
--
--

4.82***
（5.55）
0.07

12.46***
1204

模型11
lnSO2
-5.39

（-1.07）
-0.27***
（-8.64）
-1.12**
（-2.00）
--
--

-0.01*
（-1.78）
--
--

3.08***
（3.65）
0.08

16.83***
1204

模型12
lnSO2
-0.34

（-0.08）
-0.18***
（-7.24）
-2.01***
（-3.99）
--
--
--
--

-0.06*
（-1.66）
2.39

（1.24）
0.08

14.23***
1204

表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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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此可以进一步开展中介效应分析。而从表 4
可以看出，模型 7中 edu和 lninno以及二者之间的

交叉项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技术

创新可以共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模型 10中的 in⁃
dus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证明存在中介效应，很好

的验证了前文的“产业结构溢出效应”的假设以

及“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产业溢出效应——

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从现实情况看，人力资

本和技术创新可以对环境污染产生协同效应，二

者的作用缺一不可，所以在通过“产业结构溢出

效应”影响环境污染时，共同发挥了作用。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向

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与规模，这本身就适应并促

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此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的

高技术化、集约化水平，进而减少对初始自然资

源的消耗。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又不

断为技术创新提供强劲动力，新技术的产生和应

用得以快速实现，从而可以有效加速产业结构升

级。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H2。

4.5.3 “外资清洁效应”机制解析

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交通网络

的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为大量吸收外

资创造了条件，但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规模大小

及质量高低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

影响。因此，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介变量，引

入到整体分析框架中。参考邹建华等[31]的研究，将

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的指标。

从表 4可以看出，模型 8中 edu、lninno以及二

者之间的交叉项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

本和技术创新二者共同对外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模型 11中 lnfdi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外资溢

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外商直接

投资—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即人力资本和技

术创新可以共同促进吸收高质量外资而减少环境

污染。究其原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

高会为外资的进入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人才的质量越高越有利于引进与消化更加先进和

环保的生产设备及生产经验，而技术创新水平越

高则有利于提高新技术的模仿和研发能力层次，

二者结合起来，为外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因此，

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

“外资溢出效应”，由此验证了假设H3。

4.5.4 “财政溢出效应”机制解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财政补贴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为本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为

了探究财政支出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是否存在

“财政支出外溢效应”以及是否存在明确的中介效

应机制，将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作为衡量财

政支出状况的指标[32]。
从表 4可以看出，模型 9中 edu、lninno及其交

叉项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力资

本、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可以显著提升财

政支出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倒逼更多的

教育性财政支出；而技术创新的水平越高，越需

要更加丰厚的人力、资金以及良好的研发环境，

也进一步诱发了财政支出的增加，二者结合起来，

共同作用于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到支出规模与走

向，并最终影响到环境污染的治理。模型 12中 fis⁃
cal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财政溢出效应”以

及“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财政溢出效应—环境

污染”的作用机制。这就验证了假设H4。

5 结 论

本文基于 2003—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 86个城

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西部人力资本和

技术变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

有：①基于基准回归模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

分别对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说明随着人力资

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可以得

到有效改善；②在考虑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人力

资本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且人力资本的减污

作用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在考虑人

力资本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

用，且技术创新的减污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

提高而增强；③递归方程分别检验了人力资本、

技术创新二者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加速了产业结

构的升级、吸收外资以及提高了财政支出水平，

进而通过“产业结构溢出效应”“外资溢出效应”

和“财政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

因此，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的同时，

可以关注以下几点：①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高

度重视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强文

化建设、教育发展、职业技能培训、人才引进等

各方面的工作；②持续加快区域性技术创新和人

才培养，加大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力度；③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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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产业结构升级、吸收外资以及财政支出的良

性互动。尤其要重视重化工业的转型与升级，减

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污染，鼓励初创

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高效低耗技术。在加速

吸引外资方面要注意吸收高质量外资，全面识别

与拒绝将中国视为“污染天堂”的劣质外资。财

政支出方面可以增加教育、科技以及服务类支出，

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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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7年，煤炭上市企业研发投入金额 44亿多

元，研发人员投入约 1.7万人，2018年，煤炭上市

企业研发投入金额 70亿多元，研发人员投入约 2.5
万人，2019年，煤炭上市企业研发投入金额 55亿
多元，研发人员投入约 3万人，企业鼓励职工攻关

关键技术，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明确自身内

在创新驱动力的情况下按照发展方向进行创新，

发展新能源。其研发投入着重于三维地震仪、高

效成套综采设备、电磁波勘探技术以及节能减排

等生产建设技术，一定程度的提高煤炭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成为拉动企业效益增长的重要保障。

相对餐饮业、住宿业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大，但研发经费多来自于

自筹资金，政府补助和金融机构贷款用于研发比

重较小，以至于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水平低下。

由于企业自有创新能力低下，企业自主研发创新

比重小，多靠外部获取创新技术，增大了技术获

得的成本，减少了利润。除此之外，在引入外部

技术时并不能立刻产生企业效益，还需要消化吸

收，甚至二次创新、三次创新，但是企业自有研

发能力低下严重阻碍了对外部技术的充分利用，

降低技术转化成效益的水平。研发投入会挤占其

他费用的份额，降低其他费用带来的收益，在研

发投入还未转化成盈利成果时，会使得企业整体

效益下降，甚至产生负效益，阻碍企业成长，阻

碍企业价值的提升。企业成长会促使研发投入增

多，进一步增加企业效益。煤炭企业的研发投入、

企业效益和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密切但不是简

单的单向关系，对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对煤炭企业

具有重要意义。选取 2012—2019年我国煤炭行业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研究

王 婷，安增龙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 大庆 163316）

摘 要：选取 2012—2019年我国A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作为研究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

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效益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显著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当期；研发投入滞

后期对企业长期效益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种负向抑制作用在当期和滞后初期不显著，随着滞后期

延长显著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倒“U”型；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短期效益具有显著正

向调节作用，对研发投入产生长期效益没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研发投入；企业效益；企业成长性；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8－0081－07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al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on Enterprise Benefit

Wang Ting，An Zenglong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163316，China）

Abstract：Selecting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coal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on enterprises benefi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porate growth on R&D investment in enterprises benefi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D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short-term benefits of enterprises，and this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ly exists in the cur⁃
rent period. The lag period of R&D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
This negative inhibitory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lag. As the lag period in⁃
creases，it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showing an inverted“U”shape. Enterprises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g⁃
ulatory effect on the short-term benefits of R&D investment，but has no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R&D in⁃
vestment.
Key words：R&D investment；enterprise benefit；enterprise growth；coal enterprise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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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

效益进行实证研究，为帮助煤炭企业判断研发投

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提供实证经验。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关于企业效益，尹新悦[1]、李红霞[2]、朱慧

明[3]、Yoon B等[4]都在研究企业效益时将其分为短

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短期效益用ROA来衡量，长

期效益用托宾Q值来表示。ROA是净利润和总资

产的比值，是作为衡量企业短期经营能力的良好

指标[5]，托宾Q值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

值，是衡量企业价值的，企业价值不局限于当期，

而是关于企业长期的指标，即衡量潜在的收益即

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前瞻性[6]。
1）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效益存在影响，或是

正向影响，或是负向影响。通过对大量文献研究

发现，研发投入可以获得核心技术，化工艺流程，

降低生产成本，技术创新理论也提出技术创新可

以在市场竞争中争夺创新优先，进而提高创新效

率，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促使企业效益的提

升[7]。谭庆[8]、郭倩文等[9]发现研发投入当期对ROA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研发投入对短期效益

有正向促进作用。王素莲[10]、李盈[11]、邱玉兴等[12]

发现研发投入当期对托宾Q值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企业可以通过掌握核心技术从而降低成本带来长

期效益。但是企业费用是一定的，随着研发投入

增多，挤占广宣费、员工福利费用等，使得研发

投入占比增多，加之极低的研发费用转化率难以

替代广宣费和员工福利费带来的直接效益，最终

研发投入引起企业效益的下降[13]。吕靖烨等[14]发现

研发投入当期对ROA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不能

促进企业短期盈利能力的增加。许诺等[15]也发现研

发投入当期对企业价值贡献是反向的，企业价值

用托宾Q值表示，反映了研发活动尚未转化成盈利

成果，研发投入转化为企业长期效益的能力低。

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1：研发投入当期对短期效益存在正向

影响。

假设 2：研发投入当期对长期效益存在正向

影响。

假设 3：研发投入当期对短期效益存在负向

影响。

假设 4：研发投入当期对长期效益存在负向

影响。

2） 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存在影响有滞后性，

滞后性一方面表现为混合滞后性，在研发投入初

期研发投入还未及时转化成盈利成果，但占用了

大部分资金，不仅没有推动企业效益提高，反而

降低企业效益，直到后期研发投入取得回报，提

升企业效益。李书锋等[16]发现初期研发投入短期效

益影响为负向，滞后 n期转为正向，表示经过时间

段积累研发投入转化成盈利成果，在滞后 n期为企

业带来效益。汪涵玉等[17]进一步研究了研发投入对

企业效益影响由负转正后一期的情况，发现研发

投入对短期效益的影响又变成负向，说明研发投

入对企业短期效益的促进作用只是短暂出现，抑

制作用在复现。吴翔[18]认为研发投入与滞后一期的

企业长期效益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武咸云[19]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在滞后三期之前的托宾

Q值都呈负相关，直到滞后三期才呈现显著正相

关。滞后性一方面表现为持续滞后性，研发投入

存在失败的风险，失败后研发投入不会有回报，

张俭等[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A股市场企业的研

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指标ROA影响呈显著的负

向，而且这种负向影响在研究期内一直持续。对

技术依赖性大的企业，研发投入能持续不断地为

企业带来效益，谢洪明[21]、吴丹丹等[22]发现对上市

制药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的影响

是正向的，并且这种积极促进作用一直持续 3年以

上。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5：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的影响存在

滞后性。

假设 6：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的影响存在

滞后性。

1.2 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效益的调节

作用

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不同因素对研发投入产生

效益的调节作用，这些对研发投入产生效益起到

调节作用的调节变量有股权结构、政府补助、高

管薪酬、社会责任等，这些变量大多在研究影响

研发投入强度的时候作为影响因素。企业成长性

也会对研发投入强度产生影响，很少学者研究企

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效益有调节作用，

下面将研究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短期

效益和长期效益有调节作用，提出假设：

假设 7：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短期

效益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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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8：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长期

效益有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2—2019年沪深两市的 A股煤炭行业

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为使数据更加有效，对初

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 ST、ST*、PT企业，

避免极端值对结果带来不利影响；②剔除样本期

内数据缺失的样本；③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的样

本，避免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对研究产生影响；

④采用上、下 1%分位的缩尾处理（winsorize），避

免异常数据的影响，最终得到 239个观测值。研究

数据主要取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服务中心，

并通过锐思（RESSET）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对数

据进行补充；采用 Stata1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

2.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关于对企业效益的衡量，学

者大多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

（ROE）衡量短期效益，二者代表短期内企业的盈

利能力，ROA评价总资产的收益能力，ROE评价

股东权益的收益能力，由于ROE易受到资产负债

率的影响而不稳定，所以将ROA作为衡量短期效

益的变量，ROE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采用托宾Q值，将资本市场和实业经济挂钩，反映

出企业成长性，采取用托宾Q值（A）衡量企业长

期效益，托宾Q值（B）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

2）解释变量。关于研发投入的衡量，研发投

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研发人员

的投入绝大部分表现为薪酬，最终又归集到研发

资金的投入中，因此从研发资金投入衡量研发投

入。由于研发资金投入的金额是绝对数，难以比

较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程度，因此借鉴周衍平[23]、
信博伦[24]、王京等[25]衡量研发投入的指标，选取研

发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作为解

释变量进行分析。

3）调节变量。关于企业的成长性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比较突出经营比较单一，

所以选择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成长性。

4） 控制变量。由于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不

同，企业效益受资本结构、营运能力和企业规模

方面的影响，因此选取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

率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定义

见表1。
2.3 模型构建

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的效

益，为研究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的影响

构建模型 1，研究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长期效益的

影响构建模型2。
ROA=β0+β1RD+β2LEV+β3LIQU+β4SIZE+e （1）
TQA=β0+β1RD+β2LEV+β3LIQU+β4SIZE+e （2）

为研究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的滞后

性影响构建模型 3，研究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长期

效益的滞后性影响构建模型4。
ROA=β0+β1RDt-j+β2LEV+β3LIQU+β4SIZE+e （3）
TQA=β0+β1RDt-j+β2LEV+β3LIQU+β4SIZE+e （4）
为研究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当期产生短期

效益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 5，研究企业成长性对研

发投入当期产生长期效益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6。
ROA=β0+β1RD+β2GROW+β3GROW*RD+β4LEV+β5LIQU+

β6SIZE+e （5）
TQA=β0+β1RD+β2GROW+β3GROW*RD+β4LEV+β5LIQU+

β6SIZE+e （6）
其中，β0为常数项，βi（i=1，2，3，4，5）为

系数，j为滞后年数，取1~4，e为随机误差项。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总资产收益率

托宾Q值（A）
研发投入强度

企业成长性

资本结构

营运能力

企业规模

变量符号

ROA
TQA
RD

GROW
LEV
LIQU
SIZE

变量定义

净利润/总资产

市值A/总资产

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

（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上期营业收入

总负债/总资产

营业收入/期末资产总额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表1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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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RD的

最大值是429%，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1.09，说明

各个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差异大；而均值保持在80%
左右，超过国际公认的维持生存水平的 2%和有竞

争力的 5%，说明煤炭行业整体上研发投入很高，

在转型升级的路上煤炭企业都在努力。ROA均值

为 2.84%，标准差为 0.046 7，离散程度不大，说明

煤炭企业总资产获利能力低且差距小。托宾 Q值

（A） 标准差为 0.325，说明托宾 Q值 （A） 相差不

大，均值大于 1，说明市值更大，有利于增加需

求。此外，代表企业成长性的指标营业收入增长

率均值超过10%，增长势头良好；代表企业资本结

构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51.9%，均值 0.15，相对其

他行业外部融资能力较强且行业内企业资产负债

率差距小；总资产周转率低于一般企业平均水平

80%，周转慢，均值 0.374，煤炭企业间盈利能力

差距小；企业规模均值为 23.85，标准差为 1.258，
说明煤炭企业规模大且差异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由表 3可
知，ROA与RD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

验证了假设 1；TQA与RD呈负相关，但是不显著。

此外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 GROW、LEV、LIQU、
SIZE与解释变量RD和被解释变量ROA、TQA之间

也具有一定相关性。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8，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

此选取这些变量可以构建回归模型。

3.3 回归分析

1） 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效益影响的回归分

析。模型 1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影响和模

RD
ROA
TQA
GROW
LEV
LIQU
SIZE

RD
1

0.174***
-0.024 0
-0.029 0
-0.155**
-0.092 0
-0.039 0

ROA

1
0.153**
0.171***
-0.491***
0.126*
0.069 0

TQA

1
-0.029 0
-0.305***
0.167**
-0.526***

GROW

1
0.018 0
0.131**
0.034 0

LEV

1
0.022 0
0.337***

LIQU

1
-0.262***

SIZE

1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变量

RD
ROA
TQA
GROW
LEV
LIQU
SIZE

样本数

239
239
236
239
239
239
239

均值

0.856
0.028 4
1.164
0.107
0.519
0.601
23.85

标准差

1.090
0.0467
0.325
0.609
0.150
0.374
1.258

最小值

0
-0.142
0.788
-0.520
0.171
0.152
20.72

最大值

4.290
0.149
2.394
4.712
0.865
2.104
27.06

型 2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影响的回归结

果，见表 4。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R2
都大于 0.3，表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良好。在回

归方程中，RD对ROA的影响呈正向，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1，拒绝假设 3。
在回归方程中，RD对 TQA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

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假设2和4。
2）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滞后性影响的回归

分析。模型 3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滞后性影响

的回归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模型的各个滞后

期回归结果中R2都大于 0.3，表示回归方程的拟合

优度良好。在回归方程中，RD对ROA的影响滞后

前两期和第四期呈正向，但是并不显著，说明研

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滞后性并不明显，拒绝假

设5。
模型 4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滞后性影响的

回归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

度良好。在回归方程中，RD对 TQA的影响滞后前

两期呈负向，但是并不显著。在滞后二期到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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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效益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同上。

依然是负向影响，但是都显著，特别是滞后三期

在 5%的水平上显著。滞后二到四期的回归系数分

别是-0.027、-0.037和-0.034，呈现绝对量先增加

后减少的趋势，说明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存

在滞后性，可以接受假设 6，并且随着滞后期的增

加，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的负向影响先增强

后减弱，呈现倒“U”型。

3）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效益调节

作用的回归分析。模型 5、6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

入产生企业效益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见表 7。可

以看出，模型的各个滞后期回归结果中R2都大于

0.3，表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良好。在回归方程

中，研发投入指标RD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影响短期效益指标 ROA，交互项 GROW*RD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调节研发投入对短期效益的影

响，且回归系数为正；企业成长性的指标 GROW
也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企业

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短期效益有正向调节

作 用 ， 接 受 假 设 7。 在 回 归 方 程 中 ， 交 互 项

GROW*RD在 5%的水平上显著调节研发投入对长

期效益的影响，且回归系数为正，但企业成长性

的指标GROW和RD对短期效益指标ROA影响不显

著，所以讨论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长期效

益无意义，拒绝假设8。

表5 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滞后性的回归结果

注：同上。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为可靠，将ROE作为衡量

企业短期效益的替代变量，将托宾Q值 （B），即

市值A/（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

作为衡量企业长期效益的替代变量。分别代入模

型 1—6，其他变量不变，进行多元回归。得出RD
对ROE的影响呈正向，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研发投入当期对企业短期效益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验证了假设 1，拒绝假设 3；RD对TQB的回归

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

假设 2和 4。RD对 ROE的影响滞后一到四期都呈

正向，但是并不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

效益滞后性并不明显，拒绝假设 5；RD对 TQB的

影响滞后前三期和滞后五期呈负向，但是并不显

著；在滞后三期到四期依然是负向影响，但是都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

效益存在滞后性，可以接受假设 6。相关系数绝对

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并且随着滞后期的

变量

RD

LEV

LIQU

SIZ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est
r2_a
F

ROA
0.005***
（2.72）
-0.184***
（-10.79）
0.030***
（2.85）
0.012***
（6.16）
-0.195***
（-4.27）

239
0.363
0

0.353
30.55

TQA
-0.020

（-1.02）
-0.350***
（-3.09）
0.044

（0.94）
-0.119***
（-7.81）
4.182***
（10.72）

236
0.303
0

0.290
18.13

变量

RDt-1

RDt-2

RDt-3

RDt-4

LEV

LIQU

SIZ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est
r2_a
F

ROA
0.002

（0.88）

-0.190***
（-10.02）
0.025

（1.61）
0.013***
（5.66）
-0.204***
（-3.91）

203
0.340
0

0.327
25.23

ROA

0.000
（0.05）

-0.183***
（-8.56）
0.024

（0.98）
0.013***
（4.88）
-0.205***
（-3.33）

174
0.313
0

0.296
19.49

ROA

-0.000
（-0.08）

-0.184***
（-8.15）
0.062***
（4.32）
0.015***
（5.03）
-0.272***
（-4.03）

143
0.396
0

0.378
19.80

ROA

0.002
（0.76）
-0.166***
（-6.59）
0.049***
（3.68）
0.014***
（4.40）
-0.239***
（-3.42）

112
0.406
1.73e-08
0.383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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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的负向影响先增

强后减弱，呈现倒“U”型。企业成长性指标与研

发投入指标的交互项GROWRD也是同主检验一致，

只调节研发投入对短期效益的影响。综上，替换

变量后的结果与替换前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果

可靠。

表6 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效益滞后性的回归结果

注：同上。

表7 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当期产生企业效益的调节作

用回归结果

续表7

注：同上。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煤炭企业研发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显著促进作用仅存在于

当期。研发投入带来的竞争力对短期效益的促进

作用仅仅存在于当期，说明煤炭企业的研发投入

转化率很高，但是这种高转化率的研发投入由于

易掌握、耗时短的特点而很快失去竞争力，不能

长时间维持，在滞后期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

2）研发投入滞后期对企业长期效益有显著的

负向作用。这种负向抑制作用在当期和滞后初期

不显著，随着滞后期延长显著表现为先增加后减

少，呈现倒“U”型。长期有效的研发投入带来的

竞争力，不容易获得，因而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

效益是负向作用，在滞后期更显著，说明研发投

入占用了资金，还未转化成长期效益。但这种负

向作用先增加后减少，说明负向作用随着时间和

经验的积累在退去。为煤炭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时

判断效益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在将来煤炭企业

的研发投入对长期效益是否由负转正，还需进一

步验证。

3）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短期效益

有调节作用。企业成长性大，说明企业发展好，

发展状况良好的企业希望有更好的发展，会有大

量非债务资金，这些资金通过研发投入使得企业

效益的增加。

4.2 建 议

1）增加研发投入，对煤炭企业来讲会显著增

变量

LIQU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est
r2_a
F

ROA
（6.18）
0.026**
（2.45）
-0.191***
（-4.23）

239
0.399
0

0.383
22.67

TQA
（-7.88）
0.042

（0.86）
4.139***
（10.85）

236
0.310
0

0.292
12.85

变量

RDt-1

RDt-2

RDt-3

RDt-4

LEV

LIQU

SIZ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F test
r2_a
F

TQA
-0.027

（-1.55）

-0.293**
（-2.46）
-0.024

（-0.45）
-0.125***
（-7.47）
4.308***
（10.07）

201
0.332
2.11e-10
0.319
14.52

TQA

-0.027*
（-1.69）

-0.226*
（-1.82）
-0.022

（-0.36）
-0.118***
（-6.88）
4.093***
（9.01）

172
0.286
4.35e-09
0.268
12.77

TQA

-0.037**
（-2.02）

-0.153
（-1.11）
-0.032

（-0.42）
-0.117***
（-5.89）
4.049***
（7.60）

142
0.272
1.35e-06
0.251
9.172

TQA

-0.034*
（-1.76）
0.010

（0.07）
-0.054

（-0.62）
-0.095***
（-4.40）
3.411***
（6.01）

111
0.196

0.000 798
0.166
5.140

变量

RD

GROW

GROW*RD

LEV

SIZE

ROA
0.010***
（3.18）
0.016**
（2.45）
0.015*
（1.93）
-0.184***
（-10.99）
0.012***

TQA
0.001

（0.08）
0.009

（0.51）
0.074**
（2.12）
-0.354***
（-3.13）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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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短期效益，研发投入转化成盈利成果与否，企

业由研发创新热度带来“炒概念”类似的效应。

但关注长期效益还需脚踏实地研究出成果。

2）重视研发投入的持续性，研发投入产生成

果需要经历失败、经历检验以及试用，需要一段

时间，上述研究也指出研发投入对长期效益的负

向影响先增大后减小，随着时间的延长研发投入

对效益的负向影响在减少，甚至在未来转成正向

影响。

3）健全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研发投入转化成

盈利成果的不确定性很大，上述研究中煤炭企业

研发投入对长期效益的影响一直处于负影响状态，

也就是研发投入抑制长期效益的产生，但是又不

能不进行研发投入，所以，健全研发投入管理体

系可以监督和审核研发项目的效益，控制风险。

4） 企业应结合企业成长性对研发创新做决

策。企业成长性能调节企业研发投入的水平以及

研发投入产生效益的能力，在不同的成长性水平

下，选取最合适的研发投入战略，不考虑企业成

长性随意进行研发投入，会加重企业负担，影响

研发投入积极性，从而降低企业效益。

5）向政府应提供的政策贴近，煤炭企业转型

创新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得到政府对企业研发投

入的补贴，使企业不会因经营负担而缩减研发投

入，同时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调动企业积极

性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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