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3期

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侯 建 董 雨 陈建成*

摘要：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引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本

文基于中国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系统测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区

域发展质量水平，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机理框架，通过构

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地区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

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区域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地区

异质性显著。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

较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区域发展质量提升，高强度环境规制有利于发挥长效治理

效应约束雾霾污染，进而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水平提升。本文结论为探索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长效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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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任务复杂而艰巨，而不同省区资源

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增长模式、能源与产业结构等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分化失衡等问题

（Hou et al.，2018）。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奋斗目标，而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质量发展第一，推动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并将

区域质量整体跃升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和政府对于区域发展质量问题的重

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GDP增长6.1%，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比上年提高0.1个

百分点，全年110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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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能耗比上年下降 2.6%，发展质量提升态势持续。然而，当前以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

PM2.5（细颗粒物或可入肺颗粒物）为主要构成的雾霾污染问题仍然严峻。雾霾是一种灰尘和

烟雾颗粒在相对干燥的空气中积聚的大气现象，其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在近几年迅速凸显，

对国民生命健康、社会经济与全球生态系统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成为提升区域发展质

量的主要阻碍之一（Hou et al.，2020）。雾霾污染与高质量发展转型密不可分，有效的雾霾防

控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的主要诉求之一。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引起政府重

视，地区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一系列合理的环境规制（Wang et al.，2014）。然

而，Sinn（2008）提出环境规制“绿色悖论”，引发学者们对环境规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更

多质疑，并且，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当通过

环境规制不断施加环境约束时，对发展质量的影响则存在区域异质性（关海玲、武祯妮，

2020）。那么，在不同环境规制程度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究竟有何影响？其影响效

果和作用机制在不同水平下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在有效环境规制下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

展，引导地区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本文在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基础上，将环境规制纳入到雾霾污染影响区域

发展质量的构架中，考察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造成的异质门槛特征，明晰其作用过程存在的

差异性、适宜性和依存性，探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拓展长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

问题的研究外延。

二、文献综述

为顺应“质量时代”的新目标要求，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出高质量发展政策，然而，提

升区域发展质量需要兼顾多个领域，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也呈现多元化。Biriescu和Butu⁃
za（2011）在研究罗马尼亚发展进程时发现，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涉及到社会保障、城市发展、

经济效益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蔡玉胜和吕静韦（2018）为评价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发展质

量，构建了包含经济基础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基础建设质量、生态环保质量四个维度的评价

指标体系，同时发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逐步让位于经济、社会和生态更加均衡的发

展。此外，已有研究通常采用两种评价方法测算区域发展质量：一种是通过评价投入与产出

相对效率的索罗余值法和SBM-DEA等方法，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分析投入要素与产

出水平；另一种是利用熵值法进行评价分析，结合区位熵概念多维度衡量发展质量（蔡玉胜、

吕静韦，2018；白永亮、赵春晓，2019）。白谨豪等（2020）在考虑到区域发展空间异质性前提

下，基于空间均衡视角构建了经济-社会-生态的三维框架，将区域高质量发展划分为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其中经济子系统包括经济水平、结构、效率、活力等指标，社会子系

统包括生活水平、社会和谐与公共服务等指标，资源环境子系统包括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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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等指标。石华平和易敏利（2020）构建了涵盖经济增长总量、提质增效、结构调整、创新

驱动、绿色发展、民生保障和对外开放七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利用熵

值法权重测算中国省级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简新华和聂长飞（2020）总结归纳了目前

学术界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方式，从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外延界定出发，将高质量发展界定为产

品和服务质量高、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高、生态效益高和经济运行状态好即“四高一好”的发

展，构建了由以上五个子系统及劳动效率、第三产业比重、产值能耗、人均GDP等63个基础指

标组成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大气环境愈发恶化，雾霾天气频发，较高浓度

的PM2.5与PM10等可吸入颗粒物给工业生产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危害。尽管较少研究直接关

注影响区域发展质量的空气质量因素，但是其中涉及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发展、

环境绩效等方面研究为探究雾霾污染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一方面，部分

研究表明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rossman和Krugger（1991）较早

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的关系，通过考察42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发现人均GDP较低的国

家空气中二氧化硫等浓度较高，并且空气中污染物浓度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随

后，学者们通过验证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影响机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刘华军和裴延

峰（2017）基于160个城市的雾霾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通过空间Tobit模型发现两者之间呈

现出明显单调递减关系，此外，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系统考察了雾霾污染对经济发展质量

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且随时间推移，雾霾污

染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进一步，Zhang和Li（2018）发现，当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增

加5μg/m3 PM2.5浓度可能会减少约2500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助

于降低PM2.5浓度，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治理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邓慧慧和杨露鑫（2019）通过探究雾霾污染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因果

关系提出雾霾污染治理有效地推动了工业产业结构改善和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推进工业绿色

转型和经济发展。

随着全球环境状况变化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雾霾污染对发展质量影响作用并不完全

确定，更多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非线性关系，一方面，社会发展需要投入较多资源，

将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即负面的规模效应，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从而表现出正外部性，改善了环境质量。此类研究主要是基于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EKC）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指标之间会呈现三种非线性关系：一种是“倒U
型”，即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城市

化等不同雾霾污染相关变量的影响下，空气中污染物如二氧化硫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EKC的

形态和拐点，并且发现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调节曲线形态以及拐点位置（Selden & Song，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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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man & Krueger，2000；Markandya et al.，2006；李德立、王夕文，2017）。其中，Dinda（2004）将
环境指标从大气污染物浓度扩展到水中污染物含量，明确提出经济质量与环境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随后，孙攀等（2019）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是否存在

EKC曲线时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且均未到达拐点。第二种

非线性关系是“U型”，即雾霾浓度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趋势。

王敏和黄滢（2015）基于112个城市年度大气污染浓度数据研究表明，空气质量指标变化趋势呈

现“U型”，高增长不一定导致高污染。第三种是“N型”关系，Martínez-Zarzoso和Bengochea-Mo⁃
rancho（2004）对22个国家CO2排放量数据对数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发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

间呈现“N型”曲线形态。除了以上三种较为典型的非线性关系，亦有学者研究发现“倒U型”“U
型”“N型”“倒N型”等多种曲线形态随着时间趋势或其他相关变量变化而变化的关系：王勇等

（2016）基于中国省际空气污染物与人均GDP数据验证发现，经济增长与硫氧化物等存在“倒N
型”关系，而与氮氧化物则存在“倒U型”关系，而且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存在差异，各地区分为已

经越过EKC曲线拐点、正处在阈值处以及未越过拐点三类。王晓红和冯严超（2019）在通过动

态空间滞后模型探究2003-2016年雾霾污染与中国285个城市发展质量的关系时，对比分析

了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发现雾霾污染与城市发展质量在全国层

面存在“N型”曲线关系，与东部城市发展质量存在“U型”曲线关系，与中西部城市存在“倒U
型”曲线关系，与大中城市发展质量存在“N型”曲线关系，与小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倒U型”曲

线关系，且两者之间关系随着时间也发生变化。由此可见，雾霾污染与发展质量的关系随着

研究视角和研究主体的不断丰富愈发系统、全面、多元。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改进和完善。第一，现有研究多集中

于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普遍忽视了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并且相

关文献过于重视京津冀及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缺乏全局性和省际区域差异性。针对此问题，

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趋势，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熵

值法测算出各省份区域发展质量，以探究雾霾污染与区域发展质量二者之间的联系，更为

充分系统并且能整体把握发展趋势及内在影响机制。第二，对于区域发展质量问题，尽管

已有研究建立起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但是较多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大多数仅涉及到经

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基于此，本文以创

新、绿色、协调、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建立起包含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态

建设—基础设施四个维度的区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更能反映从追求速度到强调质量的发

展规律。第三，在中国环境政策与资源分配地区异质性的情境下的区域发展格局存在差

异，并且不同程度的规制路径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发展质量，任何一种规制路径都需要

与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异质性门槛情景相匹配，而已有的文献大多倾向于孤立地关注雾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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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忽略了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结合高质

量发展背景，首次将雾霾污染、环境规制、区域发展质量纳入到同一体系中，构建了不同环

境规制门槛变化区间下的雾霾污染影响区域发展质量的动态门槛特征模型，有效克服了传

统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无法反映样本对象的动态变化或滞后效应的缺点，将不同地区环境

规制异质门槛要素与雾霾污染路径和区域发展质量提升效率置于同一框架下比较分析其

中深层次的非线性动态内生关联。

三、理论机制分析

（一）环境规制的成本遵循效应

成本遵循效应是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投入大量资本劳动等要素资源到环境治理

中，从而产生一定的成本效应。当环境规制无法有效抑制雾霾污染时，在地区发展过程中产

生成本遵循效应，雾霾污染程度加重，区域生态建设环境恶化，抑制了区域发展。面对政府强

制执行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措施，社会各主体尤其是企业被动地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达到

政府环境规制标准，为了追求短期利益目标忽略了创新投资而不断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并且

在原本生产经营决策基础上增加环境规制约束后，资源被重新配置，企业生产率下降，势必会

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利润和经济绩效。多方面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导致企业做出一

系列负外部性行为，不利于社会产出扩张和经济增长，从而影响产出、就业、生态、社会保障等

区域宏观发展要素，直接或间接造成区域发展水平下降，因此，成本遵循效应阻碍了区域发展

质量的提高（刘满凤等，2020）。
（二）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环境规制也会促进技术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能够补偿成本，即创新补偿效

应。直接来看，当环境规制可以有效降低雾霾污染、抑制环境恶化时，大力推动了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区域发展质量水平的提高。间接来看，在市场生存压力的逼迫

下，企业会主动升级产业结构、创新技术能力、补偿环境保护成本从而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

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因为市场压力以及无法满足环境要求将会被淘汰，相对于传统企

业，新兴技术创新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会主动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

绿色创新投资、提高技术能力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关海玲、武祯妮，2020）。具体而言，环

境规制增强了社会的环保意识，使其意识到污染防治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

投入产出效率，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补偿遵循成本，从而实现了经济增

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可见，环境规制的实施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和

“污染治理效应”，当雾霾污染被环境规制有效约束之时，区域发展质量提高。具体理论机制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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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污染

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
成本遵循效应 创新补偿效应

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 生态建设 基础设施

区域发展质量

图1 理论机制

四、区域发展质量测度

（一）区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区域发展质量是指为实现以高质量平衡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

发展质量水平的高低，它反映了区域特色资源、环境容量和产业基础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

推进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能力。有关发展质量的测度一般包括经济实力、

社会民生、生态环保、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王晓红和冯严超（2019）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生态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

业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综合衡量城市发展能力。蔡玉胜和吕静韦

（2018）构建了包含经济建设质量、社会保障质量、基础建设质量和生态保护质量在内的区域

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产业比重、第二

产业比重、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失业率、万人拥有公共交通量、市政公共设施投资、城市绿地

面积、人均天然气供气量等指标多维度评价京津冀发展质量。为了探究不同区域发展质量的

差异化发展格局和质量升级路径，本文从区域发展质量的内涵出发，总结对比相关文献的各

级评价指标设置，结合区位熵概念多维度衡量发展质量：以经济总量、人均资源、产业结构方

面指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以教育科技、民生保障、就业水平方面指标衡量社会保障质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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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绿化、污染物排放方面指标衡量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公共交通、基建水平方面指标衡量基

础设施发展质量。并且，基于熵值法架构，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

下，构建起包含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四个维度的区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如表1所示。

表1 区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第一指标

区域发展质量

第二指标

经济发展

社会保障

生态建设

基础设施

第三指标

人均GDP（万元）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第三产业比重（%）

高校本科在校学生人数（人）

教育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科技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恩格尔系数（%）

失业率（%）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公顷/万人）

森林覆盖率（%）

人均废水排放量（吨）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吨）

本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量（标台）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燃气普及率（%）

用水普及率（%）

表1中，恩格尔系数、失业率、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固体废弃物产

生量为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以此进行矩阵标准化。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考虑中国政府从2008年宣布绿色循环经济转型目标开始后执行的一系列减排措施和改革转

型效应，结合数据缺失程度及指标一致性，本文选取 200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其中西

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因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作为考察对象。

（二）区域发展质量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测算结果，中国区域发展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平均值为 0.457（对应图 2垂直线），存

在较大发展空间，实现区域发展高质量跃升目标仍然任重道远。近年来虽然坚持质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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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益优先，然而，一方面，以往长期主导区域发展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

效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结构失衡、资源流失、产能过剩等矛盾短期内难以消化解

决；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但是不同省区资源禀赋、人力

资源、能源消费、产业结构等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分化失衡，整体发展水平未能形成统

一趋势。

青海
宁夏

内蒙古
贵州
甘肃
云南

黑龙江
吉林
四川
新疆
山西
重庆
河南
广西
湖南
海南
江西
陕西
辽宁
安徽
湖北
河北
福建
天津
上海
广东
浙江
山东
江苏
北京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图2 中国区域发展质量平均水平（2008-2017年）

具体而言，发展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有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区。

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国家资金支持力度和相关部门政策倾斜力度远远高于

其他地区。同时，这些地区逐渐淘汰了位于产业链底层的小规模、高能耗、价值低的低端行业

进而引导产业升级，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特别是，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地区科

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创新体系较为完善，不断增强创新活力，加之地方政府大

力推行和优化其生态环境建设和长效环境治理，从根本上保障了发展空间并且奠定了良好发

展基础，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效应。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同样依靠雄厚的经济

基础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转变发展方式，其城市化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对外开放程度

相对较高，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注重环境效

益的提升，降低资源环境成本，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环境驱动型发展。大部分中西部地

区发展质量亟待转型提升，而与其他西部地区相比，在国家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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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疆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并且，新疆依托特殊的位置优势和资源优势

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其不断加强与其他地区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先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显著增长，因此新疆发展质

量水平较其他西部地区更高。对于青海、宁夏、内蒙古等排名靠后的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经

济基础、产业与人才结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长期处于劣势，且前期过度依赖能源开发式发

展，生态环境脆弱，因此，生态经济长效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同步优

化转型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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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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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地区发展质量水平变动趋势（2008-2017年）

进一步，从趋势上看（图 3），由于过去的增长方式影响和资源禀赋及环境规制等政策差

异，大部分地区发展质量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没有较大增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指数

一直在较低程度浮动，且地区异质性显著。在 2010年绝大多数地区发展质量有一个普遍上

升的趋势，直到2015年，上升趋势维持不变，之后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由于北京等地区

在政策上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其在 2012年就开始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步转型而呈现出下

降趋势，而在2015年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体系的完善，发展质量有明显的上升。青海等

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为突出因而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变化趋势也落后于其他地区，发展质

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2016年有上升的趋势。此外，甘肃、宁夏等内陆地区，由于前期国家

西部战略的大力扶持，发展质量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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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

（一）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构建

考虑区域异质性严重，忽视我国不同区域环境规制的关键因素，将导致对我国区域环境

规制的评价出现偏差（Hou et al.，2018）。这种现象根源的临界值称为阈值，也就是非线性“结

构变化”问题。已有研究采用Hansen（1999，2000）提出的静态面板门槛回归建模思路，依据样

本数据特点来内生性地搜索“临界值”，并进行显著性和真实性检验，避免了主观分组及交叉

项估算的偏差性。遗憾的是，Hansen提出的门槛面板技术仅适用于非动态面板模型，不能反

映样本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忽视了对内生变量的处理。为解决以上方法缺陷，本文采用改

进的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纳入因变量滞后项，利用一阶差分GMM及其工具变量控制了区

域发展本身具有的延续性和惯性、模型内生性。本文基于Hansen模型估算门槛值，根据门槛

值划分不同区间，进而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GMM估计法对分区间参数

进行动态估计。

本文以区域发展质量（QUA）为被解释变量，以雾霾污染（HAZ）作为解释变量，以环境规

制（REG）为门槛变量，并加入滞后项、能源强度（ENE）、金融发展（FIN）、创新效应（INO）和集

聚规模（AGG）等一系列控制因素，考察地区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

作用。设定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单一门槛为例）：

QUAit = θ + α1QUAit - 1 + α2 FINit + α3INOit + α4 ENEit + α5 AGGit + β1HAZit ´ I ( )REGit  γ +

β2 HAZit ´ I ( )REGit > γ + μi + νt + εit

（1）
其中，I ( )· 为指示函数，γ为变量门槛值，μi 为个体的特定效应，vt 为时间的特定效应，εit 是

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和数据

本文主要测算区域发展质量、环境规制、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其中，区域发展质量

（QUA）来自上文中的计算结果。关于雾霾污染（HAZ），一方面，考虑到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

及可吸入颗粒物等雾霾的主要构成成分中，最后一项是加重雾霾污染的主要原因（李力等，

2016）。另一方面，根据公开统计资料数据，中国主要城市的 PM2.5值从 2012 年开始才可获

取。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文使用 PM10年平均值来代理雾霾污染（HAZ）。对于环境规制

（REG）的衡量，学者们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一是以排污费度量环境规制强度（Levin⁃
son，2004）；二是以“三废”（即废气、废水和工业残留物）综合利用产出值占GDP的比率来测算

环境规制强度（Hao et al.，2018）；三是以环境政策严格性指数（EPS）作为代理（Zhao & Sing，
2017）。其中，在中国应用最为广泛且统计有效的环境规制活动为环境保护投资，考虑数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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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和可得性，本文最终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环境规制（REG）（Hou et al.，2017）。
其他控制变量的说明如下：第一，本文用各地区能源消费量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能

源强度（ENE）（关海玲、武祯妮，2020）。第二，本文用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

GDP比率表示地区金融发展（FIN）。第三，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环境规制

的收益产出越来越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理成效。鉴于此，本文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

与城区建成面积比率表示集聚规模（AGG）（王晓红、冯严超，2019）。最后，创新水平越高的地

区，生产水平会相应提高，环境问题也会改善，因此，本文以专利授权量来定义创新效应（INO）

（孙攀等，2019）。
本文涉及数据为200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其中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因数据

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

各省统计年鉴。表2为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HAZ

QUA

REG

FIN

INO

ENE

AGG

平均值

51.648
45.703
14.385
1.232
9.525
0.920

10.688

50%分位数

18.578
43.770
14.470
1.148
9.622
0.778

10.803

标准差

58.382
10.645
0.888
0.429
1.518
0.473
0.426

最小值

0.030
24.503
11.720
0.553
5.429
0.255
9.547

最大值

305.000
74.360
16.466
2.585

12.715
2.939

11.401

六、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相关关系，之后进一步确定阈值的数量。采用自抽

样法获得的F统计量及P值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发现，单一门槛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双

重门槛在 5%水平上是显著的，而三重门槛并不显著，其自抽样法得到的 P值分别为 0.000、
0.013和0.127，根据Hansen的门槛模型可知，雾霾污染与区域发展质量的关系呈现出双重的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表3 门槛显著性检验

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F值

20.483***

4.417**

4.515

P值

0.000
0.013
0.127

BS次数

300
300
300

临界值

1%
14.987
6.710
10.592

5%
8.550
2.181
6.989

10%
5.592
0.585
5.046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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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于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影响作用中的环境

规制双重门槛值是12.589和13.476。并且，两个门槛估计值都在95%置信区间内。具体结果

如表4所示。

表4 门槛估计结果和置信区间

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门槛估计值

13.514
12.589
13.476
15.250

95% 置信区间

[ 13.241 , 13.885 ]
[12.393 , 15.816 ]
[13.241 , 13.699 ]
[ 12.997 , 15.816 ]

最后，如图4所示，明确反映阈值变化的门槛变量“似然比”序列函数图显示了估计值和

置信区间结构。具体来说，本文用似然比 LRn( )γ 来构建“非拒绝区域”，其表示 γ的有效置信

区间。在 1 - α置信水平上的“非拒绝区域”是一系列属于 LRn(γ)C(α) 的 γ值。当 LRn(γ)

C(α)= - 2 ln(1 - 1 - α )（α是显著性水平，并且在95%置信水平上 C(α)= 7.35），本文不能拒绝

阈值估计值等于真实值的零假设（H0：γ = γ0），这与图4中的水平线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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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置信区间结构

在估计出面板门槛值的基础上，根据门槛值将全样本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弱规制程度

（REG≤12.589），中等规制程度（12.589<REG≤13.476）以及强规制程度（REG>13.476）。之后，

本文进一步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法对分区间的斜率系数进行估计。

表 5显示了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在环境规制程度较弱的情况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起到一定程度的显著抑制作

用；在中等环境规制程度下，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仍然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效应系数变

小，即雾霾污染程度的加深会有效抑制区域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然而，随着区域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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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不断增强，当在强环境规制时，其影响机制发生了改变：效应系数从负变为正，且并不显

著。上述结果反映了区域环境规制的“临界水平”。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使得雾霾污染抑

制了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但是，当规制程度进一步增强并超过临界值时，雾霾污染对区域

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系数依次降低，雾霾污染创新补偿效应超过了其引起的成本效应，导

致区域发展质量水平上升，由显著负向效应变化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门槛

效应特征。

表5 动态门槛估计结果

变量

L.QUA

INO

FIN

ENE

AGG

HAZ（REG≤12.589）
HAZ（12.589<REG≤13.476）

HAZ（REG>13.476）
常数项

系数

0.2532159***

2.12153***

-6.139106***

-5.7871*

-2.936641
-0.0354095***

-0.0109044***

0.0065442
60.08886**

标准误

0.0892423
0.6052297
2.085763
3.208146
1.854752

0.0034785
0.0041267
0.0041873
26.27124

z值
2.84
3.51

-2.94
-1.80
-1.58

-10.18
-2.64
1.56
2.29

P值

0.005
0.000
0.003
0.071
0.113
0.000
0.008
0.118
0.022

95% 置信区间

0.0783041
0.9353018
-10.22713
-12.07495
-6.571888

-0.0422273
-0.0189926
-0.0016628

8.598184

0.042813
3.307759

-2.051085
0.5007499
0.6986049

-0.0285917
-0.0028162
0.0147511
111.5795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对于提高区域生态发展质量的其他驱动力，创新效应对其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创新效

应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效应代表了一个地区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是推动发

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高水平的创新效应可以有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保证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高。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负相关。金融发展

代表了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结构，发展规模过度化、金融效率低、金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会

对区域发展产生抑制甚至破坏作用，增加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并诱发金融风险从而抑制区域发

展质量的提高；能源强度和集聚规模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均为负，但集聚规模相关系数并

不显著，换句话说，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集聚规模的扩张在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方面发挥了

作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源消费的提高和集聚规模的扩张都会带来成本增加、环境污染

等问题，影响了高质量发展，从而抑制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因此，各地应该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金融结构为国家建设服务，并进一步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资力度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实

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最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动态变化影响因素控

制是必要的。进一步，从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可知，P值=0.9478，在 10%水平上不能拒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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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具变量设定是合理的原假设。一阶自相关模型AR(1)、二阶自相关模型AR(2)检验拒绝

“扰动项 { }εit 无自相关”的原假设，亦表明模型结果及采用一阶差分GMM比较合理和稳健。

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一阶自相关模型AR(1)与二阶自相关模型AR(2)检验

类型

AR（1）
AR（2）

z值
-2.1856
-1.2167

P值

0.0288
0.2237

七、进一步讨论

通常，环境规制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

而，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由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发现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

显著的环境规制双重门槛效应，由于生态环境要素具有“稀缺性”和“外部性”等特征，雾霾污

染与区域发展质量在环境规制方面表现得较为敏感。具体而言，当环境规制处于较低程度

时，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当环境规制逐渐增强并且超过门槛值时，创

新补偿效应超过了雾霾导致的成本效应，从而促进了区域发展质量提高。因此，本文认为不

同环境规制强度所产生的“成本遵循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谁更占优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关

系（邵帅，2019）。具体到区域情境中，较低规制强度地区，成本效应大于补偿效应，而在高规

制强度地区则相反。

当环境规制处于较低强度时，首先，政府的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环境治理投资额较少，相

关法律法规约束力较差，在此种情境下，环境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雾霾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雾

霾污染程度加重，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抑制了区域发展。其次，面对政府强制执行的环境保护

和污染治理措施，社会各主体尤其是企业被动地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达到政府标准，为了追

求短期利益目标忽略了创新投资而专注于污染投资，并且在原本生产经营决策基础上增加环

境规制约束后，资源被重新配置，企业生产率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

了产品利润。多方面共同作用下，较低程度环境规制导致企业做出一系列负外部性行为，不

利于社会产出扩张和经济增长，成本遵循效应占主导阻碍了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刘满凤等，

2020）。
根据雾霾污染与区域发展质量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且地区差异尤

为明显，按照REG门槛值 12.589和 13.476把 20个地区划分为低度环境规制（REG≤12.589）、

中度环境规制（12.589<REG≤13.476）和高度环境规制（REG>13.476）。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侯 建 董 雨 陈建成：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50



2020年第3期

表7 环境规制地区分布

年份

2008

2009

2010-2011

2012

2013-2015

2016-2017

HAZ→QUA

REG≤12.589
地区

海南、贵州、
青海

海南、贵州、
青海、宁夏

海南、青海

青海

海南

--

数量

3

4

2

1

1

0

12.589<REG≤13.476
地区

江西、吉林、
天津、重庆、
云南、甘肃、
宁夏、新疆

吉林、江西、
甘肃

贵州、宁夏、
甘肃

宁夏、贵州、
海南

青海

天津、海南、
青海

数量

8

3

3

3

1

3

REG>13.476
地区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内蒙古、黑龙江、

四川、陕西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天津、云南、内蒙古、黑龙江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天津、云南、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江西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天津、云南、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江西、甘肃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天津、云南、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江西、甘肃、贵州、宁夏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云南、宁夏、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江西、甘肃、贵州

数量

19

23

25

26

28

27

据地区动态分布来看，2008年全国有11个地区的环境规制程度较低，19个地区已跨越门

槛值；2009 年位于较低环境规制的地区缩减为 7 个，越过门槛值的地区显著增加为 23 个；

2010-2015年，高强度环境规制区域持续增加为28个，仅有海南、青海两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

处于较低水平；2016-2017年，天津环境规制减弱回落到较低强度，海南、青海环境规制程度仍

无明显增强。说明了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越过门槛值达到高等程度规制，雾霾污染受到环

境规制的约束可以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只有极少数地区未到达阈值，亟需加强规制进

行生态、经济、社会的同步优化转型。

总之，雾霾污染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通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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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并跨过相应门槛值，其挤出效应逐渐减弱到补偿效应占主导。

八、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基于改进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本文系统测度中国各

地区区域发展质量水平和结构趋势，识别提高区域发展质量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从环境规制

视角分析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探索区域经济长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中国区域发展质量的平均值为0.457，表明中国区域发展质量仍然存在较大

的提升空间，整体发展水平未能形成相同趋势，实现区域发展高质量跃升目标仍然任重道

远。尤其是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区，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产业与人才结构、资金技术等

生产要素长期处于劣势，且前期过度依赖能源开发式发展，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发展质量一直

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引起重视。

（2）中国区域发展质量的地区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已经转型为高质量发展，而

中西部地区发展质量水平仍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要注重

环境效益的提升，降低资源环境成本，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环境驱动型发展，而中西部地

区要努力适应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加快生态经济长效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社会和

经济价值同步优化转型，以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

（3）雾霾污染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弱的环境规

制水平显著抑制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一旦突破门槛值，即高

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则有利于约束雾霾污染，创新补偿效应超过了雾霾导致的成本效应，进

而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水平提升。对于驱动区域发展质量的其他动力来源，目前地区创新效应

能够显著提高其发展质量，而金融发展、能源强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区域发展质量，此外，并

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集聚规模的扩张在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方面发挥了作用。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建议通过以下政策途径来实现中国区域发展质量整体跃升

目标：

（1）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各区域之间要加强信息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彼此

的互动合作和联动发展，实现真正的共享、共建、共治。国家要合理分配资源，资金支持、政策

支持、要素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西部地区要全面统筹资金、物资、人力等资

源，加快经济、生态的优化转型，进行生态经济的长效治理，东部沿海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发展

格局、强化制度建设、提高发展效率，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序推进。较为发达的地区跟较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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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地区之间可以协同制定政策，强化区域联合，整合各地区产业链，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以实

现本区域及周边区域双重效益衔接。

（2）合理强化环境规制，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有效性具有区

域异质性，截止到2017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过阈值到达高环境规制强度，但仍有极少

数地区处于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因此，政府实行环境规制要充分考虑雾霾污染程度与发展水

平，对于规制程度较低的地区，应该加强环境规制，尽快越过拐点，对于环境规制较高的地区，

应该稳中求进，建立政府及社会监督机制，在政府的干预下有效推进发展水平。同时也要注

意，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性措施，创新环境规制手段为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对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其他重要控制因素：一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绿色创

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优势，大力扶持电子信息、生物科技、新材

料等高产值无污染产业，培育和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实现循环经济最终转换发展动能，使区

域发展摆脱能源和环境的限制，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二是要建立完善金融体

系，不能盲目扩大金融发展规模，保持适度化发展的同时提升效率、优化金融结构、规避金融

风险，不断深化改革使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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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u Jian, Dong Yu and Chen Jian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new concept and new goal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7,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ity threshold is includ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impact mecha-

nism. We investigate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smog pollu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under different en-

vironmental regulatory thresholds in the reg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overall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is still low, there is more room for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s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haze

pollu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present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ous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

lation. Low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High-intens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conducive to exerting long-term governance effects to restrain smog pollu-

t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quality has improved. The study provides an ef-

fectiv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afety of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Haze Pollu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ous Threshol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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