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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评估对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王 帅，李 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作为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不仅会对生产侧的能源消耗状况产生

影响，还可能会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促进投资需求向低耗能的方向转变。基于 2007、2010、2012、2015和 2017年中国多

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节能评估政策如何对各行业需求侧隐含能源强度产生影响，从生产侧

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探究节能评估影响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潜在机制，并探讨了节能评估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行业

或省份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消耗能

源的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变。②机制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

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主要体现为提高能源单要素生产率和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等，但并未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品中间投入占总

中间投入的比重，对行业的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影响不大。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影响更显著，且在节能压力更大、市场化程度更低、财政分权度更低、政府规模更大的省份实施效果更好。因

此，应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时注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节

能评估政策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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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从 1978年的

29. 92%逐渐上升至 2020年的 42. 47%，而消费占GDP的
比重从 1978年的 61. 95%下降至 2020年的 54. 29%。与

此同时，投资增加往往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张和基础

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

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能源消费，尤其是过去效率低

下、规模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

由于资本存量一旦形成生产能力，就具有一定的刚性，故

资本存量调整较为困难，难以在节能方面发挥较大作

用［1］。与资本存量相比，资本增量的调整难度较小，因此

固定资产投资未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了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消费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010年 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该文件首次正式建立了全国层面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对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的实施、监管和处罚等做

出规定。在行业维度和需求侧视角，节能评估政策能否

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其影响机制有哪些？是值得深

入探究的问题。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刻画了行业需求侧能

源利用效率和行业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节能

评估政策可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则该政策除了抑

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之外，还可以通过转变各

行业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

源消费总量。已有研究表明投资需求是从需求侧拉动中

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主要因素，且投资需求的隐含能源强

度高于全国能源强度，即驱动了以过度消耗能源为代价

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2］。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如何影响各行业需求侧的隐

含能源强度，并探究其影响机制和影响异质性，对促进节

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和进一步完善节能评估工作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从理论上说，节能评估政策本身是一种环境规制工

具，能源效率本质上是技术创新。目前环境规制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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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3］。一种是成本效

应，这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改变了企业最优的生产决

策，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只会增加企业成本，进而对技术

创新带来负面影响［4］。另一种是波特假说，这部分学者

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创新行为，实现环境规

制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双赢［5］。

具体到节能政策上，多数学者认为节能政策可以降

低能源消费量和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6-7］，但也

有部分学者质疑节能政策的实施效果［8］。对于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已有文献大都肯定了节能评估

政策在核减能源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探讨了节

能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例如，部分促投资、稳增

长压力较大的地区往往存在重复建设低能效项目的问

题，并未对高耗能项目的能耗总量和强度提出高要求；部

分地区将节能审查职能划拨进无监管能力的行政审批

局，或者部分地区行政资源有限、监管人员专业能力不

足，导致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缺位；部分项目并未按照节能

评估政策规定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甚至不

申报节能审查，导致节能评估政策约束力不足等［9］。

在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方面，可以将已

有文献划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影响生产侧能源消费或

需求侧能源消费两类。在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侧能源消

费方面，已有文献大多使用实证计量方法发现固定资产

投资推动生产侧能源消费量上升［10］。在固定资产投资与

需求侧能源消费方面，已有文献大多使用投入产出法发

现因满足投资需求消耗了较多的能源，例如Yan等［11］使

用投入产出模型发现 2010—2015年中国投资隐含能源消

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在47%左右。

总的来说，已有文献充分肯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政策在节能提效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已有文

献并未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

行量化分析，也没有定量分析不同情况下节能评估政策

对需求侧节能提效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此，该研究使用

双重差分法研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对行业

隐含能源强度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实施效果差异。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与末端政策工具不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

和审查是一个源头能耗控制政策，核心要求是提高新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评估项目能源

消耗，推动项目在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阶段采用先进

的节能技术，选用高能效的设备和工艺［9］。此外，节能审

查意见中还会通过行业对标和专家指导等方式帮助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基于需求侧视角，节能评估政策实际是对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内部的“清洗”，除了可以淘汰能源消

耗过高的投资项目、抑制不合理的投资需求进而影响投

资需求总量外，更是引起了投资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提

高新增投资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增加能源效率较高投

资项目的占比来促使投资需求向低能耗方向转变，有助

于推动行业从过度消耗能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向

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基于需求侧视角，节能评估

政策可能起到加速转变能源消耗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

作用，减少因满足投资需求引起的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

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基于上述，提出假说1。
假说 1：节能评估政策可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

提高需求侧能源利用效率。

那么，节能评估政策影响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机制

可能有哪些？根据结构分解分析，行业需求侧能源利用

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是行业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行业

生产结构，可以证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等于各行业传统

能源强度的加权平均，因此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可以直

接影响隐含能源强度，生产结构可以通过影响加权权重

来改变隐含能源强度［12］。下面将对两种机制进行详细

分析。

节能评估政策实施后，企业可能会提高生产侧能源

利用效率，进而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具体实现路径包

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两种。在技术创新方面，节能评

估政策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与市场激励型环

境规制政策相比往往更能促进技术创新［13］。节能评估政

策相当于给企业施加了能源效率约束，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必须按照要求符合年综合能耗控制和能效标准，要想

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落地，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可能通

过加大针对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

源单要素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以满足节能评估和审

查要求。在技术改造方面，更新生产设备和采用先进生

产技术等技术改造行为也是企业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

率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研发能力不足的企业［14］。因

此，企业可能通过购买更先进的节能设备，或缩短折旧年

限来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

改造都可以让企业在能源投入尽可能少的情况下得到尽

可能多的产出，最终降低传统能源强度和提高生产侧能

源利用效率。基于上述，提出假说2。
假说 2：节能评估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

效率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改

造两种路径。

由于总投入包括中间投入和增加值，中间投入又包

括能源中间投入和非能源中间投入，故生产结构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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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为能源消费结构、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

率三部分。分别来看，对于能源消费结构，由于煤炭燃烧

的低位发热量只有石油和天然气的一半左右，且与其他

能源相比，煤炭的利用方式大多为直接燃烧，利用效率低

下，而天然气热效率较高，很可能成为替代煤炭的首选能

源。因此节能评估政策实施后，企业为满足节能提效的

要求，可能会使用天然气对煤炭进行替代，进而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对于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重点关注高耗能

行业中间产品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中间产品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原因在于，高耗能行业

的传统能源强度较高，对其中间产品的高需求会导致高

耗能行业的高权重。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传统能源强

度低、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高，而且是培育壮大经济发展

新动能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行业。然而，对于

企业来说，高耗能行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间产品投

入并不直接与项目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挂钩，因此，节

能评估政策实施后，企业并不会因满足能源消耗要求而

大幅改变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增加值率是指增加值占

总投入的比重，可以通过影响加权权重来影响行业隐含

能源强度。长期以来，增加值率往往被用来衡量国家或

行业的发展质量，且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增加值率较低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末端组装环

节［15］。因此，节能评估政策的实施只会对企业与能源利

用相关的方面产生影响，对增加值率并无显著影响。

假说 3：节能评估政策可以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

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但对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和增

加值率的影响不大。

3 实证策略

3. 1 基准回归

研究的样本期间包括 2007、2010、2012、2015和 2017
年共 5年，构成省级行业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

（DID）的逻辑，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方程：

ln AEEIpst = α0 + α lnFIps，2010 × I Postt + ∑
j = 2010

2017
βjXps，2007 ×

I jt +∑
q
∑
r
φqr I qrps +∑

j
ρj I jt + εpst （1）

其中：p代表省份，s代表二位数行业，t代表年份。被

解释变量 ln AEEIpst为 t年 p省 s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对数

值，行业隐含能源强度是因满足行业最终需求所产生的

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量，衡量了行业经济活动对资源环

境造成的压力，可以根据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

到［16］。解释变量 lnFIps，2010是 p省 s行业 2010年固定资产

投资的对数值，值越高表示该行业受到的政策处理强度

越高，政策效果越明显；I Postt 为政策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

若 t年在 2010年之后则 I Postt 取 1，否则取 0；核心解释变量

lnFIps，2010 × I Postt 为政策处理效应与政策实施时间的交互

项，α是感兴趣的计量回归系数，它衡量了某省某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增加 1%，隐含能源强度变化的百分比。控制

变量方面，参考 Zhao［17］和 Li等［18］的做法，在回归方程中

引入2007年 p省 s行业的各控制变量Xps，2007与时间虚拟变

量 I jt的交互项。I qrps 为省级行业层面的个体固定效应，I jt为

时间固定效应，εpst为残差项。

3. 2 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方面。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

各省各行业的隐含能源强度 ，假设共有 N 个省份

（p，q ∈ {1，2，...，N}）、I个行业（s，r ∈ {1，2，...，I}）和 F类最

终需求（f ∈ {1，2，...，F}），在基于非竞争性进口假设的多

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x = Zd × 1 + y = (E - Ad ) -1y = Ldy （2）
其中：x为NI×1的总产出向量，其元素 xps为 p省 s行

业的总产出；Zd为NI×NI的国内中间需求矩阵，其元素Zqr
ps

为 q省 r行业对 p省 s行业中间产品的需求；y为NI×1的国

内最终需求向量，其元素 yps为 p省 s行业的最终需求（包

括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出口）；E为NI×NI的单位矩阵；

Ad为NI×NI的国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Ld为国内里昂惕

夫逆矩阵，即国内完全需求系数矩阵。

令 p省 s行业的能源消耗量为 Eps，增加值为 vps，则传

统能源强度 EIps = Eps /vps，增加值率 kps = vps /xps，全国能源

消费总量E可以表示为：

E = EI' × Hdy = EI' × Hd∑
p
∑
s
yps =∑

p
∑
s
EEps （3）

其中：EI 为 NI×1 的 传 统 能 源 强 度 向 量 ；Hd =
diag (k ) × Ld为国内增加值完全需求系数矩阵，其中 diag

（k）表示增加值率向量的对角矩阵；EEps为 p省 s行业最终

需求产品中的隐含能源消费量。

类似地，则全国总增加值GDP可以表示为：

GDP = 1' × Hdy = 1' × Hd∑
p
∑
s
yps =∑

p
∑
s
EVAps （4）

其中，EVAps为 p省 s行业最终需求产品中的隐含增

加值。

定义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为隐含能源消费与隐含增加

值之比，即：

AEEIps = EEps
EVAps

（5）
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规模 lnEmp，使用劳动者报酬

的对数值衡量。劳动力规模越大的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

劳动力的需求越大，已有研究大多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

的能源效率往往不高［19］。进口依存度 Impdp和出口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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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Expdp，分别使用进口量与总投入之比和出口量与总产

出之比衡量，在开放的经济体中，对外贸易也是影响能源

效率的重要因素［20］。最终需求率Fr，使用最终需求与总

产出之比衡量。行业最终需求率越高，可以认为该行业

总产出中用于最终消费的比例越高，越可能是下游行业，

上下游行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差别较大。消费需求占比

Consumpr，使用消费需求与最终需求之比衡量，消费需求

占比较高的行业，其隐含能源强度可能较低［2］。

3.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投入产出数据来自 2007、2010、2012、2015和 2017年
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能源消费数据来自对应年份

的中国能源平衡表，数据来源均为 CEADs（Carbon Emis‑
sion Accounts & Datasets）。由于 2007和 2010年的多区域

投入产出表有 30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和 30个
部门，而 2012、2015和 2017年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有 31
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和 42个部门，能源消费数据包括

30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和 45个部门，因此需要

将省份和部门进行合并。省份方面，参考Wang等［21］的做

法，将西藏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与出口项合并，将各省

中间投入中来自西藏的部分与进口项合并，即可保证多

区域投入产出表的平衡。行业方面，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对行业进行合并，最终得

到27个行业，见表1。
由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均为按当年生产者价格计

算的数值，各年数据之间不可比，需要使用相应的价格指

数折算为可比价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参考 Li等［22］的做

法，使用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按工业行业分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

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各行业现价数据折算为以 2007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年鉴》，各类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

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受限，假设同一省份各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同，对各省各行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进行平减。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结果

4. 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回归结果显示，以模型（6）为

例，在节能评估政策实施之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

增加 1%，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平均下降 0. 01%。因此，节

能评估政策显著降低了隐含能源强度，提高了行业需求

侧能源利用效率，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

变，假说 1得到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将在下

文详细阐述。

4. 2 平行趋势与稳健性检验

4. 2.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满足，同

时考察节能评估政策的动态影响效应，基于事件分析法

构建动态回归方程，若平行趋势假设满足，则政策实施时

点之前的系数应不显著。此外，参照Nunn等［23］的做法，

只保留2007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安慰剂检验。

表 4展示了平行趋势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中

模型（1）为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政策实

施之前固定资产投资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不显著，

因此 2007—2010年不同固定资产投资额行业的隐含能源

表1 行业代码与名称

代码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行业

农林牧渔业

煤炭开采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和其他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皮革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代码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行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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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并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此外，模型

（1）还展示了节能评估政策对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影响的

动态效应，即节能评估政策实施后在降低隐含能源强度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且在样本持续期间内存在长期影响

效应。然而，2017年的系数虽然仍为负但显著性降低，表

明节能评估政策对需求侧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所下

降。可能的原因是，2017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了《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在 2010年版本的基础上对节

能评估和审查工作进行了简政放权和“放管服”，例如将

原应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

查工作交由地方负责、制定免于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等。但是，如文献综述部分所述，节能评

估和审查工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事中事后监管缺

位、政策约束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有所削弱。模

型（2）为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平行趋势

假设。

4. 2. 2 额外控制固定效应

考虑到 2006—2010年间，全国有 22个省份陆续出台

了各自的能评办法［24］。为了使计量结果更稳健，考虑额

外控制省级层面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交互项、行业

层面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交互项的情况，结果见表 4
的模型（3）和模型（4），可以发现政策变量系数仍然显著

为负，结论稳健。此外，额外控制固定效应不仅可以排除

部分其他能源政策对节能评估政策效果的干扰，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问题。

4. 2. 3 不同层面聚类标准误

基准回归中的标准差在各省各行业层面聚类，额外

考虑在各省层面聚类和在各行业层面聚类这两种情况，

结果分别见表 4的模型（5）和模型（6），可以发现基准回归

结果不受标准差聚类方式的影响。

4. 2. 4 内生性

由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在计算过程中与行业最终需

求无关，只与行业生产侧能源效率和生产结构有关［2］，而

固定资产投资是最终需求的一部分，这不仅在理论上保

证了基准回归方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也缓解了固定资

产投资和隐含能源强度之间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内生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参考文

献［25］的做法，选择样本起始年份前一年即 2006年固定

资产投资额作为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lnFIps，2010的工具

变量。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见表 4的模型（7），可以看出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隐含能源强度

政策处理强度

政策实施时间

政策变量

行业规模

进口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

最终需求率

消费需求占比

变量符号

ln AEEI
ln FI
IPost

ln FI×IPost
ln Emp
Impdp

Expdp

Fr

Consumpr

观测样本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4 050

均值

-0. 262
13. 270
0. 600
7. 663
13. 040
0. 052
0. 084
0. 316
0. 367

标准差

0. 603
2. 909
0. 490
6. 708
2. 047
0. 065
0. 120
0. 252
0. 351

最小值

-1. 299
0. 000
0. 000
0. 000
8. 661
0. 001
0. 000
0. 005
0. 000

最大值

0. 881
18. 913
1. 000
18. 071
16. 328
0. 249
0. 436
0. 880
0. 999

表3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政策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行业

年份

观测样本

R2

ln AEEI
模型（1）
-0. 014***
（0. 001）
-0. 154***
（0. 020）

否

否

否

4 050
0. 025

模型（2）
-0. 014***
（0. 001）
-0. 151***
（0. 005）

否

是

否

4 050
0. 849

模型（3）
-0. 008*
（0. 004）
-0. 201***
（0. 032）

否

是

是

4 050
0. 877

模型（4）
0. 006

（0. 006）
-0. 029
（0. 020）

是

否

否

4 050
0. 223

模型（5）
-0. 012**
（0. 005）
-0. 071***
（0. 007）

是

是

否

4 050
0. 878

模型（6）
-0. 011**
（0. 005）
-0. 280***
（0. 068）

是

是

是

4 050
0. 879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聚类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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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评估政策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结论依然成立。

4. 3 影响机制分析

4. 3. 1 节能评估与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

（1）节能评估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使用单要

素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衡量。对于能源来

说，单位能源投入的产出可以用来表示能源投入的单要

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投入要素的影响相同，

是中性技术进步。由于绝大多数行业的生产结构中本行

业中间产品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最高，因此本行业能源

单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行业隐含能

源强度。为检验节能评估政策能否通过提高能源单要素

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隐含能源强度，分别将

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能源单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ln EneEff
（使用总产出除以能源投入衡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值 ln TFP。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参考文献［26］的做法，基

于DEA-SBM模型并计算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得到各

省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DEA产出指标为总产出，投入

指标为劳动者报酬、资本存量和能源投入。除资本存量

外，其余指标的数据均可从投入产出表中获得，各省各行

业的资本存量需要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参考文献

［27］［28］的方法，设定中国固定资产折旧率为 5%，各省

各行业的基期资本存量使用投入产出表中固定资产折旧

额除以折旧率来计算。

节能评估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见表 5的模型

（1）和模型（2），节能评估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

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能源单要素生产率，因此节能评

估政策实施后企业的技术进步会偏向于能源要素投入，

激励企业针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研发创新活动，最

终提高了能源单要素生产率。

（2）节能评估与固定资产更新换代。为了分析节能

评估政策能否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折旧投资比（使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固定资

产投资衡量）的对数值 ln DepInv，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资

本存量增速越慢，企业越可能通过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

总和法等加速折旧方法来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表 5
的模型（3）展示了节能评估政策对折旧投资比的影响，结

果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实施后，企业会通过缩短折旧年

限、加速折旧等方法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加速淘汰

老旧的固定资产，更快地从外部购买先进节能生产设备，

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假说2得到验证。

表4 平行趋势与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政策变量

政策处理强度×2010年

政策处理强度×2012年

政策处理强度×2015年

政策处理强度×2017年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行业

年份

省×年份

行业×年份

聚类层面

观测样本

R2

ln AEEI
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1）

0. 003
（0. 004）
-0. 008*
（0. 005）
-0. 011*
（0. 006）
-0. 008

（0. 006）
-0. 282***
（0. 068）

是

是

是

否

否

省·行业

4 050
0. 879

安慰剂检验

模型（2）

0. 003
（0. 004）

-0. 169***
（0. 037）

是

是

是

否

否

省·行业

1 620
0. 959

额外控制固定效应

模型（3）
-0. 011**
（0. 005）

-0. 408***
（0. 073）

是

是

是

是

否

省·行业

4 050
0. 896

模型（4）
-0. 013*
（0. 007）

-0. 279***
（0. 090）

是

是

是

否

是

省·行业

4 050
0. 888

不同层面聚类标准误

模型（5）
-0. 011*
（0. 006）

-0. 280***
（0. 070）

是

是

是

否

否

省

4 050
0. 905

模型（6）
-0. 011**
（0. 005）

-0. 280***
（0. 079）

是

是

是

否

否

行业

4 050
0. 879

工具变量法

模型（7）
-0. 011***
（0. 004）

-0. 280***
（0. 084）

是

是

是

否

否

省·行业

4 050
0. 024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聚类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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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节能评估与生产结构

（1）节能评估与能源消费结构。为了探讨节能评估

政策能否对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分别将被解

释变量替换为化石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占

总能源消费比重的对数值 ln Fossilr、ln Coalr和 ln Gasr。
表 5的模型（4）—模型（6）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实施之后，

虽然没有改变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但却降低了煤炭消费

占比，提高了天然气消费占比，因此节能评估政策可以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消费向去煤炭化、清洁化和绿

色化转变。

（2）节能评估与中间投入结构。为了分析节能评估

政策能否改变行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分别将被解释变量

替换为各行业的高耗能行业（S11—S14和 S22）中间投入

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S16—S20）中间投入占总投入比重

的对数值 ln HighEne和 ln TechInt。表 5的模型（7）和模型

（8）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并未对行业中间投入结构产生显

著影响。

（3）节能评估与增加值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增

加值率的对数值 ln VAr。表 5的模型（9）显示节能评估政

策对增加值率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节能评估政策并

未通过影响增加值率结构来影响隐含能源强度。假说 3
得到验证。

4. 4 异质性分析

4. 4. 1 不同类别行业异质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对不同类别行业的

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参考文献［29］的行业分类方法，将全

部行业划分为 8类：农业（S1）、采掘业（S2—S5）、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S6—S10）、资本密集型制造业（S11—S15）、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S16—S20）、公用事业和其他制造业

（S21—S23）、建筑业（S24）、服务业（S25—S27）。首先分

别按照上述行业分类生成相应虚拟变量，然后与核心解

释变量构建交乘项进行回归。

表 6展示了不同类别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模型（1）
表明节能评估政策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而对其他类别行业的影

响不显著。模型（2）—模型（6）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部分

机制变量，可以发现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侧

能源利用效率进而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隐含能源强

度，且显著促进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换

代。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科技进步不断加速，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本身对高新技术设备就有较高需求，节能评估

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固定

资产更新换代速度。

4. 4. 2 不同节能压力省份异质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执行过程中，由国

家发改委依据各地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目标完成情况，

对各地新上重大高耗能项目的节能评估工作进行督导，

因此不同节能压力的省份在节能评估政策实施方面可

能存在差异。使用传统能源强度衡量节能压力，按照各

省份传统能源强度中位数划分为高节能压力省份和低

节能压力省份，若样本为高节能压力省份则 Pressure取

1，否则取 0。然后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

表 7的模型（1），其中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未展

示。可以看出，对于节能压力大的省份，节能评估政策

对降低隐含能源强度所起的作用更明显，且更能提高其

生产侧能源单要素生产率。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强度较

高的省份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地区，同时这些省份往往面

临着较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压力去严

格执行节能评估政策，最终使该政策取得更好的节能

效果［30］。

表5 影响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政策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行业

年份

观测样本

R2

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

模型（1）
ln EneEff
0. 026**

（0. 013）
11. 810***
（0. 171）

是

是

是

3 946
0. 886

模型（2）
ln TFP
-0. 004

（0. 007）
-0. 304**
（0. 138）

是

是

是

4 050
0. 761

模型（3）
ln DepInv
0. 388***
（0. 029）
-1. 615***
（0. 298）

是

是

是

3 951
0. 736

能源消费结构

模型（4）
ln Fossilr
0. 010

（0. 008）
-1. 110***
（0. 103）

是

是

是

4 050
0. 698

模型（5）
ln Coalr
-0. 104**
（0. 046）
-3. 753***
（0. 572）

是

是

是

4 050
0. 655

模型（6）
ln Gasr
0. 212**

（0. 083）
-9. 891***
（0. 930）

是

是

是

4 050
0. 587

中间投入结构

模型（7）
ln Highene
-0. 001

（0. 006）
-1. 538***
（0. 084）

是

是

是

4 050
0. 813

模型（8）
ln TechInt
-0. 017

（0. 015）
-3. 773***
（0. 192）

是

是

是

4 050
0. 824

增加值率

模型（9）
ln VAr
-0. 002

（0. 003）
-1. 258***
（0. 056）

是

是

是

4 050
0. 779

注：** P<0. 05，*** P<0. 01；括号内为聚类标准差。

··47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年 第 6期

表6 异质性回归结果：不同类别行业

变量

政策变量×农业

政策变量×采掘业

政策变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政策变量×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政策变量×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政策变量×公用事业和其他

政策变量×建筑业

政策变量×服务业

常数项

其他交互项

控制变量

省×行业

年份

观测样本

R2

模型（1）
ln AEEI
-0. 039

（0. 027）
0. 003

（0. 009）
-0. 014**
（0. 006）
-0. 028

（0. 022）
-0. 029***
（0. 011）
-0. 031

（0. 025）
-0. 021

（0. 021）
0. 009

（0. 014）
-0. 391***
（0. 125）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80

模型（2）
ln EneEff
0. 006

（0. 043）
0. 019

（0. 046）
0. 022*

（0. 013）
0. 042

（0. 055）
0. 019

（0. 029）
0. 096*

（0. 054）
0. 030

（0. 052）
0. 036

（0. 031）
11. 685***
（0. 274）

是

是

是

是

3 946
0. 887

模型（3）
ln TFP
-0. 024

（0. 078）
-0. 018

（0. 014）
0. 018**

（0. 009）
-0. 013

（0. 051）
-0. 043

（0. 054）
0. 007

（0. 031）
-0. 048

（0. 055）
0. 082**

（0. 033）
-1. 542***
（0. 321）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766

模型（4）
ln DepInv
0. 293

（0. 192）
0. 256***
（0. 067）
0. 436***
（0. 045）
0. 493***
（0. 067）
0. 492***
（0. 083）
0. 539***
（0. 092）
0. 290*

（0. 155）
0. 358***
（0. 058）
-0. 879*
（0. 498）

是

是

是

是

3 951
0. 761

模型（5）
ln Coalr
-0. 314

（0. 589）
-0. 149**
（0. 075）
-0. 037

（0. 065）
-0. 162

（0. 142）
-0. 095

（0. 170）
-0. 392

（0. 247）
-0. 002

（0. 207）
0. 961***
（0. 305）
-13. 369***
（2. 900）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665

模型（6）
ln HighEne
-0. 062

（0. 049）
0. 015*

（0. 009）
-0. 006

（0. 011）
-0. 057*
（0. 033）
-0. 018

（0. 014）
-0. 020

（0. 038）
-0. 018

（0. 021）
0. 022

（0. 027）
-1. 549***
（0. 244）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21

模型（7）
ln TechInt
-0. 058

（0. 134）
-0. 019

（0. 023）
-0. 014

（0. 019）
-0. 057

（0. 040）
-0. 014

（0. 033）
-0. 235***
（0. 081）
-0. 005

（0. 090）
0. 177***
（0. 053）
-5. 612***
（0. 479）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34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聚类标准差。

表7 异质性回归结果：不同类别省份

变量

政策变量×节能压力

政策变量×市场化程度

政策变量×财政分权度

政策变量×政府规模

常数项

其他交互项

控制变量

省×行业

年份

观测样本

R2

ln AEEI
模型（1）

不同节能压力省份

-0. 026***
（0. 008）

-0. 421***
（0. 078）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80

模型（2）
不同市场化程度省份

0. 025***
（0. 008）

-0. 224***
（0. 076）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81

模型（3）
不同财政分权度省份

0. 020**
（0. 008）

-0. 227***
（0. 075）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80

模型（4）
不同政府规模省份

-0. 017**
（0. 008）
-0. 366***
（0. 064）

是

是

是

是

4 050
0. 879

注：** P<0. 05，*** P<0. 01；括号内为聚类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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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 不同市场化程度省份异质性

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化程度对节能评估政策的实施

效果可能存在两个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

的省份，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往往越低，这可能会

降低当地企业对节能评估政策的服从度，削弱节能评估

政策的实施效果［31］。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

份，节能减排标准的提高和人们节能环保意识的增强对

企业产品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节能评估政策实施后

企业倾向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基于此，使用文献［32］
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指

标，并按照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划分为高市场化程度省

份和低市场化程度省份，若样本为高市场化程度省份则

Market取 1，否则取 0。三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7
的模型（2），可以看出相对于高市场化程度省份，节能评

估政策在低市场化程度省份的实施效果更好，这意味着

市场化机制在提升微观企业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的同

时，也使地方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导致当地企

业政策服从度较低，最终使得节能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并

不理想。

4. 4. 4 不同财政分权度省份异质性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管理和

支出安排等方面的部分财政管理与决策自主权［33］，节能

评估政策在不同财政分权度省份的实施效果可能不同。

按照各省份财政自主度（各省份一般预算内收入除以一

般预算内支出）的中位数划分为高财政分权度省份和低

财政分权度省份，若样本为高财政分权度省份则FD取 1，
否则取 0，并构建三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7的模型

（3）。结果表明，与低财政分权度省份相比，节能评估政

策在高财政分权度省份的执行效果不理想，对生产侧和

需求侧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小。高财政分权度省

份在收入和支出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在上级政府政绩

考核的激励下，当地政府官员可能短期内更看重GDP增
长速度，不愿因节能评估政策淘汰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来当地进行投资呈现出以

消耗大量能源为代价的“逐底竞争”的局面。已有大量研

究发现财政分权会削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增

加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和环境污染［34］。

4. 4. 5 不同政府规模省份异质性

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事中事后监管

是确保节能评估政策发挥实效的重要保障，但监管会耗

费较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地方政府规模将直接影

响当地对节能评估政策的监管能力。参考文献［35］按照

各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占地区总人口比例的中位数划分

为政府规模较大省份和政府规模较小省份，若为政府规

模较大省份则GS取 1，否则取 0，表 7的模型（4）展示了三

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较于政府规模较小省

份，政府规模较大省份的节能评估政策在更大程度上降

低了行业的隐含能源强度，提高了需求侧能源利用效率。

如前文所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事中事后监

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且对监管人员的专业技

能要求较高，政府规模较小省份的行政资源有限，事后监

管力量薄弱。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避免能源过度消耗的

政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可以有效地降低行业

的隐含能源强度，提高需求侧能源利用效率，驱动经济增

长模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变。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增

加单位能源投入产出量和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来提高

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并且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节能

评估政策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且在节能压力更大、市场化程度更

低、财政分权度更低、政府规模更大的省份实施效果

更好。

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可以从源头上

杜绝能源浪费行为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 2017年“放管

服”改革后节能评估政策效果有所削弱，表明节能评估工

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事中事后监管缺位、政策约

束力不足等问题。对此，未来应在深化节能评估“放管

服”改革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节能评估政策发

挥作用、取得实效。一方面，节能评估的监管规则不规

范，监管标准不完善，对于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企业的处

理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应建立规范的节能评估监管制

度，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明确监管的主体、内容、流

程和处理方式。另一方面，强调节能审查机关监管工作

的重要性，落实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避免将大量行

政资源集中在节能评估和审查环节，而只在有条件时才

进行监管、有选择地进行监管等“重审批、轻监管”的

行为。

（2）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现场监管需要消耗大量的

人力和时间成本，导致节能评估政策在政府规模较小、行

政资源有限的地区实施效果较差。因此，行政资源有限

的地区可以通过委托执法和联合执法等方式实施监管，

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远程监管，整合信用信息、

执法信息和能耗信息等实现对高风险区域的精准监管，

提高监管工作效率，用尽可能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

实现有效监管。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由于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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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财政分权度省份可能更

看重经济增长，不愿因节能评估政策淘汰过多的高耗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终削弱了节能评估政策的实施效

果。对此，应加强对地方政府节能评估政策的考核和监

督，将节能评估政策的执行效果作为官员晋升的重要考

核指标，从而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吸引大量高耗能企业来

当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导致的“逐底竞争”现象。

（3）尽管节能评估政策提高了行业单位能源消耗的

产出，但并未通过优化行业的中间投入结构降低对高耗

能行业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优化中间投入结

构进行节能提效还有较大的潜力。未来中国可以出台促

进企业合理使用高耗能行业产品、杜绝高耗能行业产品

浪费和提高高耗能行业产品利用效率的相关政策。尤其

是在碳中和背景下，对于钢铁、水泥等短期内较难使用电

力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高耗能行业，更加需要注意在生

产活动中节约使用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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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n industry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and its mechanism

WANG Shuai，LI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a policy to eliminate energy waste and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from the source,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fixed-asset investment projects will not only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on the production side but also inhibit the unreasonable demand
for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ment demand to low energy consumption. Based on China’s multi-re‑
g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and provincial industry panel data in 2007, 2010, 2012, 2015, and 2017,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how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ies affected the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on the demand side of
each industry.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affecting the industries ’ embodied ener‑
gy intensity from two aspects: production side energy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It also discusse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f‑
fects of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y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or provi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y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industries and drive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to further change from ext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to an intensive one. ②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nergy con‑
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y mainly reduced the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industries by improving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
cy on the production side and optimiz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hich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improving the 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ergy and accelerating the renewal of fixed assets. However, it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intermedi‑
ate input of products in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n the total intermediate input and had little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on-energy intermediate input of the industries. ③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y
had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
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was better in provinces with a greater press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 lower degree of marketiza‑
tion, a lower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r a larger government scale.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Whil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eleas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to ensure that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policy plays a role and achieves
practical results.
Key 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embodied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saving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n the demand
sid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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