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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研究发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和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大部分结论存在分歧。本文在阅读国内外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主要观点。进一步研究需要
构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细化研究对象，关注空间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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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scholars’ research.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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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s tha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low-carbon economy, but most conclusions are different.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viewpoi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need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fine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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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在全球化出现的新局势下，中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环境友好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指标，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期
粗放型发展方式后，生态环境的制约瓶颈愈发明显。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
环境污染难以有效解决，政府通过采取环境规制改善生态环境。
在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质量有效提升。探明环境规制和低碳技术创新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生产要素投
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必然趋势[1]。高质量发展思想，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基本政策立足点，重视人才、技术创新、生
态保护等注重质量的政策，抛弃过往注重增长数量的唯 GDP 论[2]。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把握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探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的核心。
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因素。孙祁祥、周新发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高质量供给、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消费结构水平、
影响资源与环境、促进社会公平等六个维度研究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机理，揭示了技术创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3]。也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探讨了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与传导机
制。朱于珂等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工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4]。

2.2. 指标体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效率。一些学者选择将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经济发展质量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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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5]，黄庆华等选择基于 SBM-GML 指数模型测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衡量经济发展质量[6]。
然而经济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单一指标过于片面，因此部分学者从新
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布局等内涵出发，构建涵盖多个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7]。
何文海、张永姣从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涵盖 5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进行具体测算[8]。张震、刘雪梦从经济发展动力、新型产业结构等
7 个维度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观赋权法 AHP 与客观赋权法 EVM 等获取各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9]。

2.3. 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区域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师博、张冰瑶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
生态成果三个维度，测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现在区域层面，东部城市和大城市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优于中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10]。马茹等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
非均衡态势，大致呈现东部、中部和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减态势[11]。

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政府对于环境污染行为实施的直接或间接的，以控制环境污染程度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手
段。目前，学者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3.1.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以波特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12]。虽然短期
内治理成本和研发投入增加，但是在长期提高企业经济收益，从而对管理成本进行补偿，引发创新补偿
效应[13]。国内也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证明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张倩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
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
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4]。

3.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管理成本会挤占技术研发成本，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技
术创新，即遵循成本说。Jaffe 等实证研究了庇古税、技术采用补贴、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发现环境保护造成经济上过高的成本，严重妨碍了厂商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力[15]。

3.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蒋伏心等运用两步 GMM 法实证分析了 28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
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U”型动态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抵消效应”
转变为“补偿效应”[16]。邝嫦娥、路江林建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显著的 V 形门槛特征[17]。

3.4.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叶琴等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 GMM 方法证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
促进作用[18]。郭进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更加有效[19]。臧传琴、张菡通
过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中西部地区，环境规
制对技术创新的正面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负效应[20]。李阳等基于价值链视角发现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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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21]。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受
时间、环境规制类型、区域、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4.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环境规制与经济质量的关系在
近两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学者们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主要有以
下两种观点。

4.1. 环境规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Mohr 采用一般均衡框架，模型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变革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22]。王群
勇、陆凤芝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显著，但对东部地区影
响较弱[23]。

4.2.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薛莲、黄永明基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24]。叶娟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M”型的非线性关系[25]。另一些研究结果发现环
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童纪新、王青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
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26]。黄清煌、高明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西
部环境规制倒逼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中部环境规制促使经济增长质量下滑[27]。

5.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从技术创新和绿色发
展两个方面协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因此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分
析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三者的内在关系。苏斌等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效
应，长期存在一种稳定均衡的协整关系，并且绿色创新效应要大于环境规制效应[28]。上官绪明、葛斌华
通过构建空间 Durbin 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存在协
同效应，且环境规制还强化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应[29]。武云亮等采用熵值法，将环境
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起到强化效应的中介作用，表明绿色偏
向性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能够对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推动合力[30]。
从上述研究结果看，在综合分析框架下，学者们发现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关系及技术创新
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介作用，为政府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进一步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6. 文献评述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环境规制与
经济质量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的提出也逐渐受到关注。学者们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
究对其相互影响及传导机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尽管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较多，但却鲜少
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忽略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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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或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第二，研究结果尚不统一，需要进一步探索。从已有研究结果可知，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因此仍需要更多针对不同环境规制工具、行业、地区等的研究，将分析对象细化后进行总结归纳，形成
普遍适用的理论成果。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特征，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也存在相互影响，
还需进一步关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空间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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