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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还是挤出?

———基于资源型产业负外部性特征的实证分析

于立宏，王 艳

(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应该是能够缓解双重负外部性的技术创新。考虑环境外部性成本和资

源耗减因素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采用倒推法计算环境外部性成本，并纳入绿色技术创新效

率计算模型，进而实证检验资源型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 国有产权对

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长远激励，而非国有产权则不利于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所有权结构对资源型

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国有产权对能源产业和非能源开采业的积极效应是显著的，

对非能源资源加工业具有负向作用。为了促进资源型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应该优化能源产业国有产权比重，

深化非能源类资源开采业与加工业的国有产权改革，并采用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绿色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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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而以技术创新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则是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变的重要保障和路径选择。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产业正在

快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质量却并不乐

观，并且，资源与环境负外部性特征也加剧了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这就要求技术创新不仅要

解决环境问题，还要解决资源耗减问题，这给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然而，资源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却远远低于制造业。《2017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显示，2017 年采矿业研发经费投入为 281．8 亿元，仅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 1．6%，其研发强度

仅为 0．59%，而制造业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为 1．14%，采矿业研发强度不足制造业的 52%，创新投入较

低。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加工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等资源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远低于其他制造

业［1］，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资源开采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3］。资

源型产业迫切需要以绿色技术创新缓解双重外部性压力，带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外部性和产权问题是资源型产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创新水平滞后于制造业的重要

原因［4－7］。中国资源型产业产权制度存在较大问题，是造成产权外部性的根本原因［8］。特别是在政府干预

环境资源问题时，产权被征用的风险致使产权所有者认为潜在收益不确定，影响其行为选择［9］。正是这种

产权不安全风险致使企业对未来资源价值预期偏低，进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采用过度开采、非法开采等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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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采方式获得短期高收益［10－11］，由此产生严重的环境外部性［12］。另外，还存在矿业权重叠问题，增加了

资源开采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利于资源开采效率的提升［7］。此外，各类产权不合理安排容易导致寻租行为

和政府干预现象［13］，资源依赖对创新投入和产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14］。因此，想要缓解负外部性问题，

就需要合理安排资源型产业的所有制结构，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降低外部性的产生。
为此，需要将产权界定和结构优化作为解决资源产业双重外部性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优化

所有制结构配置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选择［15］，发挥产权制度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激励作用，探索资

源耗竭、环境外部性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产权结构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16］。关于外部性与

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较多，但针对资源型产业的则较少。于立宏等［17］将代际负外部性和环境负外部性

纳入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模型，发现负外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Ｒodríguez
and Arias［4］通过将能源耗减因素纳入模型，发现煤炭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而王克强等［5］则发

现如果不考虑资源耗减，中国能源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被低估。这些研究着眼于资源型产业的双重外

部性特征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产权结构纳入外部性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

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结合外部性因素研究产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少，研究结论大多肯定了国有化的作用。

比如，李嘉晨和于立宏［18］、Bovis［19］等的研究认为国有化作为一种间接进入规制手段，可以通过改变

企业经营目标，降低外部性成本，产生较高的经济绩效。而随着国有企业规模扩大，经济绩效越高，环

境外部性损失就越大［20］，但当环境外部性较高时，国有化是最优的间接进入规制手段［21－22］。更多的

研究针对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非国有企业创新效率优于国有企业的

观点［23－24］，同时肯定了国有企业在垄断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5］。但是，以往研究并没有针对资源型

产业，并且对技术创新的界定也没有考虑外部性成本导致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偏差，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绿色技术创新，因此，研究结论并不符合资源型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合资源型产业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开展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

应的研究。具体而言，考虑产权制度外部性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机制; 计算环境外部性成本，将资源耗减纳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估模型，并将绿色技术创新

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所有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探讨所有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的异

质性特征，为我国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分析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第三部分计算外部性

成本，并将其纳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算模型;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 最后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理与模型设定
( 一) 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矿产资源是基础的经济生产要素，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

其他产业不同的是，为了保障资源供应安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大多以国有产权为主，

因此，所有制结构在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 新制度组织理论认为，制度会深刻影响企业创新技术投资。产权配置以及产权的安全性是影

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6］。黄速建等［27］认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较强的制度依赖，产权制度、政企关系等制度的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资

源产权归国家所有，国有企业通常是资源国家的所有权益在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具有相

对稳定且长期的产权，私营及外资企业产权通常具有不安全、不稳定的特征。特别是负外部性越来越

受到重视，非国有产权不安全性越来越明显，在政府环境规制下，企业随时面临关闭退出的可能。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目标，追求短期利润容易导致企业把技术创新放在次要位置［28］。
而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追求长期经营目标，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提高开采水平，降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外

部性。同时，产权的不平等地位也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的原因。
2．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比非国有企业更加重视绿色技术创新。黄速建和余菁［29］认为

—97—



于立宏，王 艳 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还是挤出?

国有企业拥有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殊性，其决策目标、运行逻辑和约束条件都有别于一般性企业，是

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而解决国有产权公共性与垄断性导致的外部性问题需要产权改

革［30］，也需要发挥国有企业在公共利益制度逻辑和市场经济制度逻辑中的双重平衡作用，重视并强调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在我国，资源型产业的国有化具有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主导国民经济命脉等功能，利润

最大化并不是唯一目标，还兼顾公共服务功能，维护公共利益，更关注资源代际公平和环境问题，更注重

新技术的研发和先进开采设施设备的使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资源的获取是获得利润的途径，环

境成本和环境收益与企业利润的直接关联性较低，非国有企业缺乏重视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内在主动性。
3． 国有企业对政府规制和产业政策的反应更迅速，执行更严格，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降

低双重外部性。黄速建等［27］认为，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国有企业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形成直接倒

逼。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使得资源产业面临由传统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政府采

取一系列环境规制工具与产业政策，以创新驱动促进资源型产业的绿色发展。国有企业是创新战略

的领跑者和主要实施者，具有主导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31］。国有企业具有主动以创新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另外，国有企业一般规模经济更明显。在面对政府环境规制时，环

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低，具有执行政府规制政策的客观能力。而非国有企业

需要在环境规制成本与技术研发成本之间进行选择。另外，资源型产业的所有制配置是一种进入规

制，通过所有制结构配置影响市场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
( 二)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所有制结构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市场

规模、市场结构、环境规制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引入时间变量 T，分析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效

率的影响作用。另外，国有化是一种进入规制手段，环境规制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规制工具，因

此，本文加入所有制结构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试图分析进入规制和环境规制的叠加效应，对公

式( 1) 模型进行分析。
GTEit = β0 + β1ownershipit + β2regulationit + β3ownershipit* regulationit + β4structureit + β5sizeit + β6T

+ εi + μit ( 1)

( 三) 变量定义

1． 所有制结构( ownership) 。考虑到生产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本文采用规模以上企业销

售产值与该产业总销售产值的比重衡量该指标。具体的，国有产权指标等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

售产值 /产业总销售产值，非国有产权指标为非国有企业销售产值 /产业总销售产值，非国有企业包括

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2． 环境规制强度( regulation) 。政府环境规制越强，环境成本的承担越多。本文根据环境成本承

担的多少界定环境规制强度。
3． 市场结构( structure) 。众多学者研究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不一。本文用大企

业数占行业企业数的比值来衡量。
4． 产业规模( size) 。对规模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很多，有学者认为只有存在规模经济时才能改

善技术创新效率，本文以企业平均产值衡量产业规模，即行业总销售产值 /企业数量。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矿产资源为生产和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产业。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循环经济年鉴》等资料，以及《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网站数据等，并根据需要进行指标整理与计算。
三、考虑负外部性特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 一) 双重外部性的测算

1． 资源外部性。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包括资源加工业与资源供应业，它们并不存在资源耗竭的

代际问题，无法采用传统代际外部性的测算方法。考虑到资源的代际外部性问题是以资源代际配置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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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炭开采量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源开采行为产生约束，并由此产生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的压力，因此，可以尝试建立

能源消耗与代际外部性之间的关系。对

于资源开采业而言，能源消耗的多少，与

资源开采数量和效率有关，能源消耗越

多，意味着资源开采越多，代际负外部性

越明显。以煤炭开采业为例，由图 1 可知，

煤炭开采量与能源消耗相关，开采量越多

能源消耗越多，反之亦然，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并且，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和高

污染生产使得各行业都具有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从而加剧了代际外部性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数据

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本文借鉴陈诗一［2］在计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对能源约束的处理，将能源消耗作为资

源代际外部性的代理变量。
2． 环境外部性。环境外部性成本的计算一般采用条件估值法。茅于轼等［32］采用该方法计算矿产

资源开发的环境负效应经济损失。于立宏和李嘉晨［20］借鉴上述研究，用环境成本与环境税费的差额计

算环境外部性的净效应。环境成本的承担应该遵循“谁治理，谁支付治理成本”［33］。本文认为，只有产业

( 企业) 已经承担的环境成本才会对产业( 企业) 绩效产生影响，环境成本的承担可能对绿色创新投入具

有挤出效应。因此，本文以污染治理费用和污染预防费用作为产业( 企业) 承担的环境外部性成本

( CE) ，包括企业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费用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费用、企业缴纳的各项环境税费、环境基础设

施投资等。
由于相关税率、费率数据的缺失，污染治理设施投资按照历年全国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 GDP

的比重，对应各产业历年总产值计算得来。各产业环境税率( ETＲ) 采用 2018 年全国各省市环境税率

进行倒推。具体算法如下。首先，假设 ETＲ = a + blnX + c( lnX) 2( 其中，X 为单位 GDP 的不同污染物

排放当量) ，将各省市水污染税率( ＲWW) 和大气污染税率( ＲWG) 分别与单位 GDP 废水排放当量

( WW) 和 SO2 排放当量( WG) 采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进行拟合，构建环境税率( ETＲ) 与单位

GDP 废弃物排放当量之间的统计关系。然后，根据统计关系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税率进行预测，在计算

各产业相应污染物排放当量之后，得出环境税税额。
( 二)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方法与指标选择

1． 研究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是应用较为广泛的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与传统生产函数

相比，DEA 方法在处理多投入多产出情形时更为适用。本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考虑多种投入要素和

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采用 SBM 方法。同时，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仅与技术生产过程有关，

还与技术应用相关，并且技术创新具有累积性。因此，本文绿色技术效率测算采用动态网络 DEA
模型。

2． 指标选择。根据 DEA 效率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决策单元有效地将多种投入转换成多个产出。
根据一般生产函数，Ｒ＆D 支出和研究人员的数量是技术创新投入的基本指标，专利存量具有影响知识创

表 1 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指标

技术阶段 投入指标 单位 产出指标 单位

技术研发
阶段

Ｒ＆D 研发人员 人数 专利申请量 件

Ｒ＆D 内部支出 万元 新产品研发项目 项

有效专利存量 件

技术应用
阶段

能源消耗 万吨标准煤 新产品生产产值 万元

技术消化经费支出 万元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环境外部性成本 万元

非研发人员投入 人

造产出和投入的双重作用。因此，以专

利数量和新产品项目数量作为期望产

出。同时，企业投资研发最主要的目的

是应用于生产，技术应用阶段的投入与

产出同样会影响技术创新，相关指标详

见表 1。
另外，在 DEA 方法中，通常将环境

污染直接作为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

离函数。本文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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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上实现了对环境污染的处理，并不能完全体现环境外部性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如果环境污

染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那么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环境外部性成

本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非期望产出指标。
( 三)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结果分析

中国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不同产业间的整体趋势差异较大，具有不同程度的波动。
总体而言，资源加工业与供应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普遍高于资源开采业，但产业内部差异较大。一方

面，资源型各产业的国有企业数量和产值差异较大，不同产业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技术创新的

选择存在异质性。并且，不同产权结构类型的企业数量同样形成各产业独特的市场结构特征和规模

经济性，也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环境资源约束趋紧，政府采用环境规制政策

降低外部性，进一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偏向。比如，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的环境成本是

最高的，较高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创新投入增加，绿色创新效率也最高。同时，产业政策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2011 年 11 月中国资源税暂行规定对原油和天然气征收从

价税，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对煤炭、稀土、钨资源、钼资源进行了改革。这影响了相关产业市场预期，

降低了相关产业绿色创新投入动机与产出效率。表 2 显示，石油开采业、煤炭开采和黑色金属洗选等

产业在 2011 年前后和 2014 年前后均出现了效率降低。最后，受 2014 年国际油价雪崩影响，相关能源

价格也受到了波及。价格下降影响了能源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煤炭开采业和石油

天然气开采业等绿色技术创新的短期低效率［34］。

表 2 2006—2016 年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年份
煤炭
开采

石油
天然气

开采

黑色
金属
采选

有色
金属
采选

非金属
采选

石油
加工

非金属
制品

黑色
冶炼
加工

有色
冶炼
加工

金属
制品

电力
热力
生产

燃气
生产

2006 0．16 0．60 0．69 0．32 0．24 0．54 0．41 0．47 0．54 1．00 0．44 0．22
2007 0．24 1．00 0．27 0．80 1．00 0．47 0．73 0．71 0．80 1．00 0．53 1．00
2008 0．29 1．00 0．38 0．58 1．00 0．38 1．00 0．86 0．94 1．00 0．82 0．33
2009 0．64 1．00 0．21 0．66 0．28 0．30 0．75 1．00 1．00 1．00 1．00 1．00
2010 0．35 0．75 0．68 0．64 0．25 0．4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11 0．28 1．00 0．78 0．57 0．34 0．51 1．00 1．00 0．69 1．00 1．00 1．00
2012 0．35 1．00 1．00 1．00 0．19 0．60 0．83 0．80 0．65 1．00 1．00 1．00
2013 0．44 0．98 0．74 0．77 0．31 0．54 0．50 0．74 0．62 1．00 1．00 0．87
2014 0．37 0．03 0．69 0．75 0．28 0．51 0．40 0．84 0．59 1．00 1．00 1．00
2015 0．58 0．06 0．59 1．00 0．40 0．50 0．55 0．63 0．54 1．00 1．00 1．00
2016 1．00 0．24 0．65 1．00 1．00 0．56 0．82 0．70 0．62 1．00 1．00 0．74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内容主要分析所有制结构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首先通过整体估计对比分析国有产

权与非国有产权的差异性影响，然后进一步探讨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产业异质性。
( 一) 所有制结构与绿色技术创新

1． 国有产权的影响。根据整体回归结果表 3 模型( 2) 显示，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强度越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越高。但是，国有产权与环境规制强度

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倒逼作用逐

渐变弱，这可能是因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支出，挤占了技术投入要

素。这也说明虽然国有化与环境规制均为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是越多越好，在二者叠加影

响下，政策效果反而过犹不及。另外，资源型产业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绿色

技术创新的规模经济性。时间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正，创新积累促进了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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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有产权配置下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国有产权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非国有产权

Model ( 1) Model ( 2) Model ( 3) Model ( 4)

Ownership 1．671＊＊

( 2．03)
2．570＊＊＊

( 2．88)
－1．173

( －1．31)
－2．021＊＊

( －2．06)
Ｒegulation 0．041

( 1．11)
0．100＊＊

( 2．27)
－0．279＊＊＊

( －3．09)
－0．286＊＊＊

( －3．20)
Ownership*
regulation

－0．436＊＊＊

( －3．56)
－0．486＊＊＊

( －4．09)
0．428＊＊＊

( 2．65)
0．514＊＊＊

( 3．11)
Market
structure

－0．222
( －0．24)

0．278
( 0．30)

0．194
( 0．23)

0．835
( 0．92)

Industrial
scale

0．009*

( 1．87)
0．009*

( 1．86)
0．007

( 1．37)
0．007

( 1．36)

t 0．028*

( 2．37)
0．025＊＊

( 2．03)

Constant 0．262
( 0．91)

－57．348＊＊

( －2．36)
1．341＊＊＊

( 3．18)
－48．788*

( －1．97)
F 7．30 8．08 5．99 6．43

Prob＞F 0．000 0．000 0．000 0．000

LM test 4 485．62
( 0．000)

2 404．00
( 0．000)

Hausman test 26．11
( 0．000)

26．14
( 0．000)

注: 数据由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得出。括号内为 t 值，* 、＊＊和＊＊＊分

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 非国有产权的影响。对

非国有产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

率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显示( 详

见表 3) ，非国有产权对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同样地，环境规制也对绿色

技术进步缺乏正向激励。值得

注意的是，二者的交互项显著为

正，说明面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高

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非国有

产权不具备绿色技术创新的内

在动力，需要政府规制和政策的

推动与倒逼。随着政府环境规

制强度的增加，非国有资源型企

业开始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其

市场结构与产业平均规模对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与国有

产权相同。
( 二) 产业异质性与绿色

技术创新

由于不同产业的所有制结

构差异较大，市场结构、产业规

模和时间变量等因素对产业间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个体效应。以往的经验研究也已经证实，所有权性

质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对不同资源种类

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按照对资源的处理程度将产业分为资源开采业、资源加工业和资源与能源供应业。实证结

果显示，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不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可能由于组内差异导致无法完全反映产业

异质性，或者由于资源与能源供应业的样本量较小，产生了回归结果偏误。
然后，进一步按照资源特征与加工程度分组验证。不管是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是矿产资源特

表 4 按资源特征和加工程度分组

编码 类别 产业名称

1 能源产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 非能源类资源
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3 非能源类资源
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征，能源资源与其他种类的矿产资源都存在明

显区别，能源产业与其他资源类产业差异较

大。因此，将能源产业单独分组，再根据资源

加工程度对其他产业分组。分组情况见表 4。
由表 5 中回归结果发现，能源产业的国

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

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政府能源产业政

策息息相关，能源关系到国家安全，产权配置

的国有化倾向明显。政府对这类产业的市场

变化比较敏感，政策影响也更为直接。然而，

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

的影响路径却不同。能源产业国有化程度较

高，市场结构更趋向于垄断状态，国有企业具

有垄断竞争优势，市场结构对绿色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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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资源特征和加工程度相结合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产权 非国有产权

group1 group2 group3 group1 group2 group3

ownership 3．660＊＊

( 2．37)
6．646＊＊

( 2．40)
－1．891＊＊＊

( －2．91)
2．779＊＊＊

( 3．46)
－8．329＊＊＊

( －3．37)
1．556＊＊＊

( 3．07)

regulation 0．306
( 1．06)

0．243*

( 1．85)
－0．163＊＊＊

( －2．63)
0．270＊＊＊

( 3．46)
－0．244

( －1．26)
0．137

( 0．98)
ownership*
regulation

－0．840*

( －1．82)
－0．824

( －1．64)
0．651＊＊

( 2．16)
－0．951＊＊＊

( －3．12)
0．657*

( 1．90)
－0．261

( －1．03)
Market
structure

0．624
( 0．59)

－15．952*

( －2．00)
－6．025＊＊

( －2．25)
－0．229

( －0．23)
－23．177＊＊＊

( －2．90)
－1．745

( －0．62)
Industrial
scale

0．008
( 1．40)

0．045
( 1．50)

0．041＊＊＊

( 3．58)
0．006

( 1．45)
0．093＊＊

( 2．74)
0．023*

( 1．72)

t 0．033
( 1．89)

0．002
( 0．04)

－0．025*

( －1．77)
0．015

( 0．85)
0．024

( 0．56)
－0．003

( －0．20)

Constant
－67．567
( 1．90)

－3．677
( －0．04)

50．598*

( 1．81)
－30．296
( －0．85)

－43．895
( －0．56)

5．843
( 0．19)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具有正向作用。而

非国有企业则更注

重以创新获得竞争

优势。以光汇石油

为例，作为中国规模

最大的民营全产业

链石油公司，光汇石

油集团借助互联网

发展推动战略转型，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提高运营效率，实现

传统石油行业的转

型升级发展［35］。
非能源类资源

开采业的实证结果

与前文一致。但是，非能源类资源加工业与前文结果却相反，国有产权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绿色技

术创新。这是因为与其他产业相比，非能源类资源加工业国有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激烈，灵活的竞

争市场有利于产业内创新。该类产业的技术工艺和资源种类有较大关系，技术的差异性与研发难度

大大弱化了产权性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技术创新难度导致国有产权的特殊性不足以推动绿色

技术创新，而非国有产权的市场灵活性则更有利于带动绿色技术创新。
(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方式。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变量采

用一般 DEA 方法，将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直接纳入效率计算模型，回

归结果支持本文主要结论。其次，分别替换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规模三个指标。其中，

所有制结构采用行业实收资本中的国有资本占比替代国有产权配置，港澳台与外商资本占比代替非

国有产权。环境规制指标借鉴使用较多的成本型指标，采用各产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

指标。产业规模用年底从业人员数替代平均产业规模。结果显示，无论是替代单个变量还是同时替

代原变量，总体上仍然支持本文主要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资源型产业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首先计算各资源型产业的环境

外部性成本，并将其纳入动态网络 DEA 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分析所有制结构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影响。首先，整体来看，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较大，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波动;

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各产业的环境外部性成本承担也越多，创新效率越低。国有产权对绿色技术创新

具有显著影响。其次，国有产权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产权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提高。国有产权与环境规制的叠加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而非国有产权则需要环境规

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逼效应。最后，国有产权在资源开采业，特别是能源产业，能够显著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而对资源加工业的创新效率则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根据资源型产业特性，调整不同资源型产业的国有产权水平，优化国有产权配置结构，引导产

业技术进步。具体而言，降低金属与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国有化程度，增加非国有产权比重，优化国有

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结构，深化股份制改革; 强化市场化手段对矿业权交易的调节作用，鼓励竞争，

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调整能源产业的国有产权水平，鼓励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

挥国有企业对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的带动作用。但是，也要注意，国有产权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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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作用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应该通过所有制配置结构调整做优国企，推进资源型产

业的绿色创新发展。
2． 完善资源型产业政策体系，推进激励性、引导性政策实施，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以政府行

为为主导的研发补贴和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只能在短期内带动绿色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还应该

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激发企业内在绿色创新动机上，降低政府直接干预、发挥市场的创新资源配置能

力。比如，转变绿色技术创新的传统激励方式，完善产权结构激励。促使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收益和

资源环境外部性成本承担之间做出选择，鼓励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
3． 设置具有产业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治理标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污

染排放程度的动态，若要杜绝环境规制的一刀切和一成不变，需要设置不同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
对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较多的能源资源开采业，环境规制强度与工具的设定要以降低和治理环境污

染为主，侧重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作用。而对其他资源类产业，环境规制政策设定则要兼顾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负外部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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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 f State-ow ned Property Ｒigh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
Promoting or Extru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Ｒesource-based Industries

YU Lihong，WANG Yan
( 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should be able to alleviate double negative externali-
ties． Considering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cost and resource depletion on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this paper adopts the backward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cost，and the effi-
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evaluated by bringing externalities cost into the model，so as to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
pac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have a long-term incentive to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while the
non-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on
energy industries and non-energy mining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and the effect on non-energy resource processing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in energy industries should be optimized，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in non-energy re-
source min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ies should be deepened，and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according to mineral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nature．

Key words: externality cost; ownership structur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