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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王 星 1，2，张乾翔 1

（1.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

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

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 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

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

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

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

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

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

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 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

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

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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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由于其具有“清洁

型”和“动力型”等优势，在管理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

型的相关风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金融资源向哪里集中成为金融业发展的焦点［1］。那

么，金融业在空间上集聚是否有助于推动能源的高效利

用，提升碳排放效率？不同强度的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

资源集中对推进“双碳”目标的影响是否会产生变化？研

究以上问题，对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制定合理

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30·60”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有关碳排放效率的测度，学界主要有单要素和全要

素两种视角。单要素视角测度碳排放效率未考虑生产要

素的替代效应，易受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2-3］。全要素视

角测度碳排放效率解决了单要素碳排放效率的部分缺

陷，但该方法求解过程复杂，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不包含有非期望产出，或者

说默认所有产出是同向变动的，与现实预期不符。包含

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变量的 DEA模型（Slack Based
Model，SBM）能够较好地处理非期望产出和松弛变量，因

此被广泛使用。学者们利用 SBM⁃DEA分别对工业碳排

放效率、农业碳排放效率、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

测度［4-6］。

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是实体经

济健康发展与经济发展动能优化的重要支撑，毫无疑问

会影响低碳经济发展［7］。围绕金融发展对温室气体排放

的影响学界展开不少讨论，Shahbaz等［8］研究认为金融发

展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碳交易等

途径减少碳排放。但熊灵等［9］、Khan等［10］认为金融发展

显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有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

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严成樑等［11］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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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金融发展、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生增长模型，研

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倒 U型关系。

Acheampong等［12］认为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其对碳排

放强度的影响不同，在发达金融经济体的碳减排效应最

强。李德山等［13］构建了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二氧化碳

排放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和碳排放效率

呈U型关系。就该研究重点关注的金融集聚对温室气体

的影响来看，目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Zhang［14］以中国股

票市场规模作为金融集聚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金融集

聚明显加剧了碳排放，降低了碳排放效率。Qu等［15］以银

行地理集中度来衡量金融集聚，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可以

显著提高中国的能源效率，进而提升了碳排放效率。李

治国等［16］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N型

曲线关系。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学界目前侧重于考察金融

发展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但关于金融集聚和低碳发

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采用 SBM测度全要素

碳排放效率，但其假设期望产出的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

少的速率相同，约束力过强。另外，金融集聚辐射作用的

发挥效果可能受外部政策、制度环境的约束［17］，但目前鲜

有文献从经济增长压力视角入手，研究金融集聚对碳排

放效率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集中考察金融集聚和碳

排放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少研究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即

使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回归技术基本

采用静态的门槛模型。因此，该研究试图拓展：构建包含

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将金融

集聚与碳排放效率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分析金融集聚影

响碳排放效率的理论机理；同时考虑资源投入最小化、经

济产出最大化及碳排放最小化，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

数，分别测算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及能源碳排放效率；利用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anel Smooth Transfer Model，PSTR）
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刻画回

归系数在截面上的异质性，捕捉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特

征［18］；从经济增长压力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对两者关系的

调节作用，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Ciccone等［19］在研究经济活动密度和劳动生产率时

提出产出密度模型。与传统模型不同，产出密度模型假

设投入要素在空间上是均匀分布的，且引入相应系数表

示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产出递减的特征。之后陆续有学

者对产出密度模型进行补充和完善。其中，以 Ushifusa
等［20］简化的模型最具代表性：

q = Ω [ lβ k1 - β ] αq
( )λ - 1
λ = Ωλ[ lβ k1 - β ] αλ （1）

其中：q为单位面积产出；l为单位面积劳动投入；k为

单位面积资本投入；β (0 ≤ β ≤ 1)为劳动投入相对于资本

投入的产出贡献率；Ω为考虑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经济

效率；α (0 < α < 1)代表因投入要素拥挤而造成的边际产

出递减，指拥挤效应；(λ - 1) /λ代表产出密度弹性，λ(λ >
0)代表产出密度系数，指集聚效应。集聚对金融部门产

出与非金融部门产出均会产生影响。集聚效应与拥挤效

应是金融集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金融资源集中产生

的集聚效应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地区金融业

竞争力随之提高，有利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

金融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导致金融业竞争加剧，出现外

部不经济，影响产出水平。从金融集聚对非金融部门产

出的影响看，金融资源集中能降低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

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但拥挤效应可能

会部分抵消甚至扭转金融集聚所发挥的积极影响。鉴于

此，将经济体系分为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金融部门

的产出密度模型为：

f = Ω λ11 [ lβ11 k1 - β11 ] α1λ1 （2）
其中：f为单位面积上金融部门的产出；l1为单位面积

上金融部门的劳动投入；k1为单位面积上金融部门的资

本投入；β1(0 ≤ β1 ≤ 1)为金融部门劳动投入相对于资本

投入的产出贡献率；Ω1为考虑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金

融产出效率；α1(0 < α1 < 1)代表因投入要素拥挤而造成

的边际产出递减，指拥挤效应；λ1(λ1 > 0)代表产出密度

系数，指集聚效应。与金融部门不同，非金融部门还需考

虑能源要素的投入，同时金融部门的集聚效应还会对非

金融部门产生影响。非金融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为：

y = Ω λ22 [ lβ22 k1 - β2 - γ2 eγ ] α2λ2 f
( )λ3 - 1
λ3 （3）

其中：y为单位面积上非金融部门的产出；l2为单位

面积上非金融部门的劳动投入；k2为单位面积上非金融

部门的资本投入；(λ3 - 1) /λ3为金融部门集聚效应影响

非金融部门产出的产出密度弹性；Ω2是考虑到资本、劳

动和能源全要素投入的包含非期望产出即碳排放量的经

济效率——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其余变量同上。在相同

的要素投入下，期望产出越多，碳排放量越少，表示全要

素碳排放效率越高。

在上述模型中，金融部门集聚效应对本部门、非金融

部门产出的影响以及金融部门集聚效应对自身的影响均

为经济产出密度的函数，即λ = λ( f，q)。另外，金融部门、

非金融部门的拥挤效应同样为经济产出密度的函数，即

α = α ( f，q)。为了简化起见，不妨假设金融部门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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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部门产出和非金融部门产出的影响相同。金融部

门和非金融部门的劳动具有异质性，无法自由流动，但是

资本可以跨部门流动，因此均衡状态下资本在金融部门

和非金融部门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价格 r，能源在非金融

部门的边际产出等于能源的价格 p。
df
dk1

= (1 - β1 )αλ fk1 =
dy
dk2

= (1 - β2 - γ)αλ × y
k2
= r

（4）
dy
de = γαλ ×

y
e = p （5）

将（4）式和（5）式带入（3）式可以推出：

Ω2 = Ω ω11 ( )yl2 β2α( )fl1 -β1αω1( )fy - αω1 + ω22
( )fy - αω1 - ω22 Λ

（6）

其中，Λ = é

ë

ê
ê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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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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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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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α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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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ë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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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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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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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1 - β1 αλ

r

-( )1 - β1 α

ω1 = 1 - λλ ，ω2 = 1 - αλλ
f/y为核心变量金融集聚，用金融部门产值与非金融

部门产值之比衡量。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集聚对碳排

放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由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集

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决定，并且随着集聚水平的变化

而变化。式（6）两端取对数可得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

的影响：

- αω1 + ω22 = 2αλ - (1 + α )2λ （7）
由式（7）得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为：当 1 < λ < (1 +

α ) /2α时，金融集聚抑制碳排放效率；当 λ > (1 + α ) /2α
时，金融集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值得注意的是，金融

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是无限的。当金融集聚

跨过阈值后，其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减。

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平滑转移效应，

即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碳排放效率会呈现下降—

上升的趋势。

虽然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

征，但产生这一作用的重要前提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经

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

府的政策力度和方向往往变动幅度较小，为地区经济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1］。投融资活动活跃缓解了企

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保

障，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碳排放效率。同时，适度的

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

下更能兼顾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型项目更易受到资金青

睐，从而降低了碳排放的规模。

过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增

长目标，不得不将金融资源配置至高耗能和高排放项目，

温室气体排放自然增加。同时，过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下，

外部政策环境不确定性更突出，金融机构的投资将更为

谨慎，当期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技术创新型企业获取资金

支持的难度较大。考虑到研发周期长和不确定性高等特

征，企业倾向于投资金融资产以规避风险，挤占了企业创

新投资，阻碍低碳技术创新［22］，进而抑制了碳排放效率。

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经济增长压力在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3. 1 计量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假设变量在门槛值两边是突变的，面

板平滑转移模型允许在两个状态之间平滑转移，转移函

数的设定比指示性函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构建面板平

滑转移模型：

UEIit = α0 + α1FAit + α2FAit × G ( r，c，w ) + Zit + εit （8）
其中：下标 i、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FA为核心解释

变量金融集聚，α1为金融集聚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α2为

金融集聚非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Zit表示控制变量；εit为

随机误差项；转移函数G ( r，c，w)中的符号依次代表转移

速度、转移位置和平滑转移变量，选定的平滑转移变量为

金融集聚。转移函数在PSTR模型中一般表达式为：

G (γ，c，w) = 1
1 + exp[ ]-r (w - c ) （9）

其中：γ越大表示转移速度越快，当 γ = +∞时，模型

退化为门槛模型；c为转移位置，对应 G = 0. 5的转移变

量值。

借鉴温忠麟等［23］关于调节效应的说明，同时为了避

免多重共线性，对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构建调节效应

模型：

UEIit = β0 + β1FAit + β2Mit + β3FAit × Mit + β4FAit ×
G ( r，c，w ) + Zit + εit （10）

其中：M为调节变量。上述调节效应模型重点考察

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压力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如果 β3显

著，表示调节效应显著。

3. 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3. 2. 1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效率

Chung等［24］在传统DEA中引入方向距离函数（Dire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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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然而 DDF的局限在于以

相同的速率增加期望产出和减少非期望产出，会引起估

计的生产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缺乏效

率的程度下偏。Zhou等［25］提出了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

（Non⁃radic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NDDF），允许

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在比例上调整，因此更具有

识别力。采用 NDDF测算碳排放效率。假设有 N 个

DMU，均使用资本（K）、劳动（L）、能源（E）生产期望产出

（Y），同时伴随非期望产出CO2（C）。生产技术可表示为：

T = { }( )K，L，E，Y，C （11）
在生产理论中，T通常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使其具

有现实的经济含义，即有限的投入只可以生产有限的产

出。参考Zhou等［25］的研究，定义NDDF为：

D (K，L，E，Y，C；g) =
sup{ }W T β：( )( )K，L，E，Y，C + g × diag ( β ) ∈ T

（12）
其中：W T = (wK，wL，wE，wY，wC )T是一个权重向量，根

据投入和产出的数量赋予权重；g = (-gK，- gL，- gE，
gY，- gC )T是方向向量，表明投入和产出；β = ( βK，βL，βE，
βY，βC )T是比例因子，衡量投入和产出缺乏效率的程度，即

实际的生产活动与最优状态的距离；diag ( β )是一个 β的

对角矩阵。

由于 g和W可根据不同问题赋权，考虑到资本、劳动

和能源的替代效应，综合所有要素的无效率程度，测算全

要素碳排放效率，设置方向向量 g = (-K，- L，- E，Y，- C )，
赋权W = (1/9，1/9，1/9，1/3，1/3)。上述赋权原因如下：第

一，在没有偏向信息的前提下，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假设投

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重要性无差别，因此各赋权

1/3；第二，资本、劳动和能源三种投入要素同等重要，因此

各赋权1/9［26］。全要素碳排放效率UCI表示为：

UCI = 0.25[ ]( )1 - βK + ( )1 - βL + ( )1 - βE + ( )1 - βC
1 + βY

（13）
另外，能源消耗是产生CO2的直接因素。因此聚焦能

源和碳排放，剔除资本和劳动对效率的稀释效应，考察能

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无效率程度。在测算

能源碳排放效率时设置方向向量g = (0，0，- E，Y，- C )，
赋权W = (0，0，1/3，1/3，1/3)，林伯强等［27］也采取了同样做

法。能源碳排放效率（ECI）表示为：

ECI = 0.5[ ]( )1 - βE + ( )1 - βC
1 + βY （14）

3. 2. 2 解释变量：金融集聚

学界关于金融集聚的度量有单指标法和多指标法。

相对单指标法，多指标法在精确度上没有明显提升且在处

理过程中易出现误差，因此单指标法中的区位熵法更受学

者青睐［28］。利用区位熵法测度金融集聚，具体公式为：

FAit = Fit /GitFt /Gt （15）
其中：Fit为 i省份 t年份金融增加值，Ft为 t年份全国

金融增加值；Git为 i省份 t年份地区生产总值，Gt为 t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3. 2. 3 调节变量：经济增长压力

经济增长压力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经济增长目

标的措辞衡量。地区经济增长压力来源于设定的经济增

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是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政绩承

诺，当目标制定过高时，下级官员压力随之增加。该研究

认为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措辞可以

体现地方官员所承受的经济增长压力。当采用“确保”

“力争”“以上”等词时，是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硬约束（HC），

此时经济增长压力相对较大；当采用“左右”“上下”或者

区间提法时，是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软约束（SC），经济增长

压力相对较小。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来衡量经济增长压

力：第一，对硬约束赋值为 1，代表其经济增长压力较大，

其余赋值为 0；第二，对软约束赋值为 1，代表经济增长压

力适度，其余赋值为0［29］。
3. 2. 4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碳排放效率的其他因素对模型的影响，参

考以往相关文献，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

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产业结构（STR），采用第二

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ER），采用污

染治理投资额衡量；技术创新（RD），采用申请专利授权数

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3. 2. 5 数据来源

选取 2005—2018年中国 30个省份（因数据可得性等

原因，研究未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

究样本。碳排放效率相关数据来源及测算见表1。调节变

量经济增长压力来自手动搜集的共计 420份政府工作报

告，其余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各省

市统计局。所有价格变量均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折减。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 1 模型检验结果

运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需要进行非线性检验和剩余

非线性检验。非线性检验证实使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的

必要性，对残差进行剩余非线性检验证实所选面板平滑

··14



王星，等：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转移模型的充分性。采用常规的序贯检验法，检验结果

表明：非线性检验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非线性特征，

采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是必要的。剩余非线性检验均接

受原假设，说明模型并无遗漏非线性特征，所设定面板平

滑转移模型是充分的。

4. 2 基准回归分析

表 2列示了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归结果。模

型 1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模型 2的被解释

变量为能源碳排放效率。两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在低区间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 197 0和-0. 436 2，在高区间的估计

系 数 分 别 为 0. 366 3（-0. 197 0+0. 563 3）和 0. 644 5
（-0. 436 2+1. 080 7），以上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两模型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影响方向基本相

同，表明模型较为稳健。

由表 2模型 1的估计结果可知，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

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转换速度为 2. 427 6，相对

较慢。鉴于转移速度较慢，将金融集聚水平从低到高依

次划分低区间、转移区间和高区间。通过估计系数可知，

转移函数取值 0. 349 7（0. 197 0/0. 563 3）时对应的金融集

聚水平为阈值，阈值为 0. 105 5。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

的转移函数和估计系数见图1。
当金融集聚处于低区间和转移区间前半段时（未跨

过阈值 0. 105 5），金融集聚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金融集

聚处于低区间时，金融集聚每提升 1%，碳排放效率降低

0. 197 0%。当金融集聚进入转移区间，金融集聚对碳排

放效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以上估计结果验证了假

设 1。金融集聚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满

足实体部门经济活动所需的各种金融服务［31］。初步形

成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不相适应，阻碍

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在社会

总融资中占主导地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32］。同

时，金融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更

容易得到资金支持，此类项目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负向

影响。当金融集聚处于转移区间后半段和高区间时（跨

过阈值 0. 105 5），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由抑制

作用转为驱动作用，且驱动力逐步增强。当金融集聚处

于高区间时，金融集聚每提升 1%，碳排放效率提升

0. 366 3%。以上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成熟的金融

市场降低了企业融资难度，加速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落

后产业的淘汰［33］；新兴产业减少了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碳排放效率上升。第二，金融资源的集中降低了企业的

融资约束，企业有充裕的资金用于低能耗、污染排放少

的绿色生产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推动了碳排放效率的

提升［34］。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系

数均显著为负，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35］。环境

规制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环境

规制会给企业带来负担，挤占企业生产性资金投入；另

一方面环境规制可能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

“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系数

表1 测量碳排放效率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项目

投入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变量

资本

劳动

能源

GDP
CO2

符号

K

L

E

Y

C

计算说明

永续盘存法，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原始数据来自张军［30］测算

各省份年末从业人员数

将各能源消费量折算标准煤后加总

地区生产总值，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计算

各类能源与其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的乘积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1 金融集聚的转移函数（左）和估计系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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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正向和

负向作用相抵消的缘故。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在研究期内，技术进步并未对碳排放效率发挥积

极效果。目前技术创新可能更多关注生产型技术创

新，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投入更多的能源，碳排放必然

增加。对外开放的系数为正，虽并未通过统计学检验，

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引入外资的绿色化程度在逐步提

高［36］。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可见推进城镇化能提高碳排放效率。可能的原因是城

镇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型及职业型等相对具有较高素质

水平的劳动力需要更加旺盛，刺激了人力资本的快速

累积，进而抑制碳排放。

4. 3 调节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压力作为调节变量，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碳

排放效率的回归结果见表 3中模型 3和模型 4。其中模型

3表示在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下，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作

为调节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 4表示在适度的经济增长

压力下，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作为调节变量的估计结果。

同样在模型 5和模型 6中用能源碳排放效率替换全要素

碳排放效率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重点分析模型 3和模

型4的估计结果。

由表 3模型 3可知，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

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

排放效率的影响。在考虑到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的调节

作用后，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转移位置从 0. 160 2提
高到 0. 203 4，阈值从 0. 105 5提高到 0. 174 6，表明经济增

长目标硬约束将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方向由抑

制转为促进的拐点延后。

由模型 4的估计结果可知，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目标

软约束的乘积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软约

束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同时在考虑

到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的调节作用后，金融集聚对碳排

放效率的转移位置从 0. 160 2降低到 0. 132 7，阈值从

0. 105 5降低到 0. 087 2，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可以将

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方向由抑制转为促进的拐

表2 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参数类型

线性部分

非线性部分

转移位置

转移速度

变量

FA

PGDP

STR

ER

RD

OPEN

URB

常数项

FA

c

r

UCI

模型1
-0. 197 0***
（-3. 70）
-0. 136 5*
（-1. 82）
-0. 607 0***
（-6. 74）
0. 017 8

（1. 43）
-0. 059 8**
（-2. 20）
0. 036 7

（1. 33）
0. 329 5*
（1. 89）
2. 219 4***
（9. 74）
0. 563 3***
（4. 31）
0. 160 2

（0. 73）
2. 427 6**
（2. 07）

ECI

模型2
-0. 436 2***
（-3. 77）
-0. 297 9*
（-1. 87）
-1. 030 5***
（-5. 36）
-0. 024 4
（-0. 92）
-0. 128 5**
（-2. 22）
0. 098 1*
（1. 65）
0. 510 0

（1. 38）
5. 064 2***
（12. 39）
1. 080 7***
（3. 75）
0. 254 8**
（2. 22）
2. 605 2***
（3. 29）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z值或 t值。

表3 经济增长压力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

参数

类型

线性

部分

非线性

部分

转移

位置

转移

速度

变量

FA

HC

SC

FA×HC

FA×SC

PGDP

STR

ER

RD

OPEN

URB

常数项

FA

c

r

UCI

硬约束

模型3
-0. 194 6***
（-3. 66）
0. 024 6

（1. 29）

-0. 020 3
（-0. 50）

-0. 155 7**
（-2. 08）
-0. 592 6***
（-6. 35）
0. 017 4

（1. 41）
-0. 058 8**
（-2. 10）
0. 042 2

（1. 50）
0. 337 7*
（1. 86）
2. 316 6***
（9. 95）
0. 558 7***
（3. 76）
0. 203 4***
（2. 78）
3. 078 9

（1. 45）

UCI

软约束

模型4
-0. 229 1***
（-4. 21）

0. 027 8
（1. 03）

0. 107 2*
（1. 91）
-0. 129 9*
（-1. 75）
-0. 626 2***
（-6. 99）
0. 017 8

（1. 44）
-0. 054 0**
（-1. 98）
0. 038 3

（1. 39）
0. 269 0

（1. 54）
2. 407 4***
（10. 06）
0. 588 3***
（4. 44）
0. 132 7

（0. 79）
2. 2903***
（3. 99）

ECI

硬约束

模型5
-0. 433 3***
（-3. 77）
0. 046 2

（1. 14）

-0. 098 3
（-1. 15）

-0. 339 3**
（-2. 12）
-1. 031 2***
（-5. 13）
-0. 026 2
（-0. 99）
-0. 116 8**
（-1. 96）
0. 109 5*
（1. 85）
0. 453 7

（1. 17）
5. 594 3***
（12. 79）
1. 121 6***
（3. 91）
0. 248 7***
（2. 21）
2. 585 8***
（3. 33）

ECI

软约束

模型6
-0. 494 0***
（-4. 13）

0. 105 3*
（1. 83）

0. 227 7*
（1. 91）
-0. 292 9*
（-1. 85）
-1. 074 3***
（-5. 57）
-0. 024 5
（-0. 93）
-0. 112 6*
（-1. 94）
0. 093 4

（1. 57）
0. 413 6

（1. 11）
5. 384 2***
（12. 66）
1. 141 6***
（3. 88）
0. 255 2**
（2. 01）
2. 457 0***
（3. 61）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z值或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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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前。上述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在金融集聚对

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假设 2得到

验证。

图 2反映了在不同经济增长压力下各省份金融集聚

所处区间的详细信息。由图 2可知，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

下，24省份的金融集聚水平处于低区间，3省份处于转移

区间前半段（未跨过阈值），1省份处于转移区间后半段

（跨过阈值），2省份处于高区间。但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

下，仅有 9省份处于低区间，16省份处于转移区间前半

段，3个省份处于转移区间后半段，2个省份处于高区间。

金融集聚阈值下降 0. 067 4，浙江和重庆的金融集聚跨过

阈值，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广东等

15省份从低区间进入转移区间。

4. 4 稳健性检验

除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外，还进行了以

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估计方法，采用面板门槛模型

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第二，剔除特殊样本，剔除北京、天

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数据之后验证上述结果；第

三，考虑受限因变量，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

再估计。通过加入金融集聚二次项的形式拟合上文的非

线性关系。在以上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关键变量的显著

性及其影响方向均与前文一致，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篇

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备索）。

4. 5 内生性分析

碳排放效率是否会影响金融集聚呢？碳排放效率隐

含了投入更低、期望产出更高和非期望产出更低三重含

义，本质还是生产率的一种。一方面，资本具有逐利性，

生产率高的地区往往投资回报率也高，这种比较优势容

易形成金融集聚；另一方面，碳排放效率高意味着地区绿

色化程度高，这些地区更容易得到资本的青睐，有利于吸

引金融资源。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存在的这种双向因

果关系或许对结论的科学性带来一定质疑。

借鉴李戎等［37］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金融集聚和碳排

放效率间的内生性问题。其中，金融集聚的工具变量采

用邻近地区金融集聚水平的加权平均，权重选择平均赋

权和反距离赋权两种。从相关性来看，邻近地区金融集

聚水平会影响当地金融集聚水平。一方面，地区金融政

策的出台不仅会对当地金融集聚水平产生影响，还会通

过示范效应对邻近地区金融集聚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

面，当金融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则

会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金融集聚水平产生影响。从

外生性来看，邻近地区碳排放效率并不会直接影响当地

金融集聚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邻近地区金融集聚水

平的加权平均值满足工具变量的条件。

图2 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上）和软约束（下）下金融集聚的区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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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随机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三

种情况下，采用考虑受限被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法控制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表 4仅列出省份固定效应下内生性

分析的结果。由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可知，无论何种工具

变量，其与核心变量金融集聚均有显著的相关性，且第

一阶段 F统计量均大于 10，符合经验法则。可以拒绝工

具变量回归系数为 0的原假设，从而排除弱工具变量问

题。另外，由于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数量相等，故不存

在过度识别问题。由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可知，金融集聚

和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 U型关系，经验拐点为-0. 277 1
（-0. 816 0/（2×1. 472 3）），比较基准模型得到的拐点

0. 105 5，说明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金融集聚对碳排

放效率的拐点被高估。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该研究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

利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 SBM⁃DEA模型测度 2005—
2018年省级碳排放效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研究了

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平滑转移效应，

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

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

当金融集聚水平低于 0. 105 5时，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

有抑制作用，且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其对碳排放效

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当金融集聚水平跨过阈值

0. 105 5，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且促进

作用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以上结论在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经济增长压力在金融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关系中发挥

了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

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从

0. 105 5提前到 0. 087 2，金融集聚水平更容易达到促进碳

排放效率提高的阈值，强化了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

正向影响；过大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

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从 0. 105 5延后

至 0. 174 6，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

推动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合理配置

金融资源，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现“双碳”目标的积极

作用。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积

表4 内生性分析

变量

IV

IV 2

FA

FA2

PGDP

STR

ER

RD

OPEN

URB

常数项

F

工具变量1：平均赋权

第一阶段

FA

0. 238 0***
（3. 23）

-0. 042 7
（-0. 54）
-0. 695 8***
（-7. 81）
0. 003 4
（0. 25）
0. 018 5
（0. 63）
0. 045 9
（1. 54）
0. 466 8**
（2. 57）
0. 946 8
（1. 46）
35. 38***
（0. 00）

FA2

0. 351 2***
（3. 44）

0. 197 6**
（2. 49）
0. 4799***
（5. 57）
-0. 011 0
（-0. 82）
-0. 068 3**
（-2. 34）
-0. 124 2***
（-4. 26）
-0. 548 4***
（-3. 07）
-1. 029 0
（-1. 59）
29. 60***
（0. 00）

第二阶段

UCI

0. 396 2
（1. 14）
1. 030 2***
（3. 16）
-0. 187 1***
（-2. 70）
-0. 557 9***
（-3. 24）
0. 020 5**
（2. 15）
0. 0081
（0. 31）
0. 127 0***
（3. 47）
0. 525 1***
（3. 10）
2. 036 6***
（3. 54）

工具变量2：反距离赋权

第一阶段

FA

0. 158 5**
（1. 98）

-0. 037 7
（-0. 47）
-0. 705 2***
（-7. 66）
0. 006 2
（0. 46）
0. 020 8
（0. 70）
0. 040 6
（1. 35）
0. 494 2***
（2. 70）
0. 768 5
（1. 18）
36. 99***
（0. 00）

FA2

0. 278 4**
（2. 54）

0. 179 4**
（2. 26）
0. 462 3***
（5. 22）
-0. 012 1
（-0. 90）
-0. 062 2**
（-2. 12）
-0. 122 4***
（-4. 17）
-0. 573 4***
（-3. 19）
-0. 724 0
（-1. 13）
29. 93***
（0. 00）

第二阶段

UCI

0. 816 0
（1. 14）
1. 472 3***
（3. 23）
-0. 241 3***
（-3. 05）
-0. 462 8
（-1. 59）
0. 023 0**
（2. 33）
0. 023 0
（0. 83）
0. 167 6***
（3. 68）
0. 576 7***
（2. 64）
1. 493 5**
（1. 95）

注：**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z值或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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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助力地方低碳经济发展。

规划建设金融大都市区和金融小集群圈，选择重点大城

市发展金融中心，由点及面建设金融大都市圈。加强小

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金

融小集群。②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

展现状的经济预期。第一，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

理，增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等作为官员绩效考核内

容。第二，引导经济增长预期形成差异化目标。各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及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应综合考

虑各地区经济转型的难度和压力，引导经济增长预期与

经济基础相符，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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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under
the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WANG Xing1，2，ZHANG Qianxia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2. ‘The Belt and Road ’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re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s for promoting green, low-carbon, and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economy and society. A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ignificant feature of financial in⁃
dust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first
constructed a two-sector output density model,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non-financial sector,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f finan⁃
cial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from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Tak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article then used the non-radi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the SBM-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smooth transfer model,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financial ag⁃
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n this basis, a moderation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had a significant
smooth transfer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Whe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was low, it would inhibit the improve⁃
ment of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 effi⁃
ciency would change from inhibition to being a driving factor. ②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had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Moderate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promote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made the threshold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dvance; excessive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inhibite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delayed the threshold of financial ag⁃
glomerat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re valid after replacing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transforming the estimation method, considering
the limited variables, excluding the samples of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eing re-estimated by the IV-

Tobit model considering endogeneit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reasonably allo⁃
c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ctively play the radiation role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steadi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fi⁃
nancial services in the real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for officials, do a good job
in the expected manag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objectives, and guide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expectation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target constraint; panel smooth transfer model; mod⁃
eration effect

（责任编辑：刘照胜）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