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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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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

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

度以及PM2. 5和 SO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 2006—2018年中国 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

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 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

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

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2. 5与 SO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

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

交易和碳强度、SO2、PM2. 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

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

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

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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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双重控制是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大气环境的重要目标。目前中

国区域大气环境问题仍较严重，各城市地区呈现以 SO2、
PM2. 5等为代表的多种污染物共存、减排难度加大的局

面。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往往紧密相连，许

多大气污染减排措施同时也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

效措施［1］。因此探究环境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的协同减排效应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效举措。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对比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型两大类环

境规制工具，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等为代表的市场型

工具能通过经济激励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以更低成本促

进减污减排，是污染控制、减污减排的重要手段［2］。

2002年中国开始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这是市场型

环境政策工具探索的第一步。2011年，中国政府明确提

出“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3］。此后，国家发改委陆

续批设国家碳交易试点。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理论上来

说，碳交易能解决排放权配置无效率问题，能有效助力

节能减排。但现实中，各地区存在较大的资源禀赋和经

济发展差距，这使碳交易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可能

会有所差异。该研究以国家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基础，探

究该政策能否有效实现地区碳排放强度以及 PM2. 5、SO2
等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又是通过

何种机制产生作用？

1 文献综述

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最早由Crock⁃
er［4］和 Dales［5］提出，目前在世界多个地区都已被付诸实

践。该政策旨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

置，实现污染物减排［6］。就中国而言，相比碳交易政策，

排污权交易政策已试点实施十几年。学者们以排污权交

易为对象，已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大部分文献都肯定其

减排效果。对于同样具有市场化属性的碳交易政策，也

日益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碳交易政策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政策制度

设计和政策效果两个方面。制度设计方面，主要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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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Zhang等［7］全面概述试点政策实施现状、部门覆盖范围并

比较不同试点区域的制度设计特征，发现制度设计中存

在法律和监管障碍、与现有能源和气候政策缺乏互动等

问题，总结了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建议。Wang［8］在探究中

国碳交易市场减排绩效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不同地区碳

排放交易系统联动机制的重要性。Munnings等［9］通过采

访碳排放交易系统机构专家和监管员，分析近期交易数

据、相关法律及文献，评估广东、上海和深圳三个碳交易

试点适应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的表现，为碳交易政

策设计和运行提供建议。潘家华［10］在对比国际社会碳交

易市场的基础上，讨论国内碳市场构建面临的挑战，提出

政府在构建碳交易体系时，需在顶层设计考虑碳排放的

属性，不断拓展碳交易市场空间。

碳交易政策效果的研究也是学者们的关注重点，方

法选择上以“情景模拟分析”方法为主。Cui等［11］构建了

省际排污权交易模型，模拟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对不同

省份的碳减排效果具有差异性。Zhang等［12］模拟了刚性

约束国民生产总值和放松生产总值刚性约束、引入地区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约束两种政策情景，表明省级

碳交易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刘宇等［13］采用中国多区

域一般均衡模型 Term CO2，根据碳交易试点的制度要素

设置情景假设，分析湖北和天津地区的碳交易政策对经

济环境的影响，认为碳交易政策的负面经济影响有限。

采用仿真、模拟方法开展的研究大多肯定了碳交易带来

的环境红利，但该方法仍存在一些固有缺陷，比如内部设

计复杂、难以跟踪其作用机制等［14］。

协同效益指因不同原因而同时实施的政策带来的效

果［15］。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提出次生效益、伴生效益的

概念，解释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减排效益。日本环境省将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发展

的同时带来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生态环境部政策研究

中心定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减少其他局域污染

物排放，例如 SO2、NOX、CO及 PM等。该研究探究碳交易

政策对碳减排的同时，讨论其对 SO2和 PM等局域大气污

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这与生态环境部政策研究中心的

定义基本一致。傅京燕等［16］认为，电力行业技术改造在

缩减化石能源利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达到硫、氮、烟尘

等污染物协同减排。Cheng等［17］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促

进碳减排的同时，推动 SO2和NO2减排。越来越多学者认

识到，气候政策对区域空气污染控制和碳减排的协同减

排效益不容忽视［18］。

有效的政策约束是实现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协同减排

的综合点［19-20］，而技术水平是碳交易政策影响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重要连接点。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

强度不仅能弥补企业在遵循环境规则的同时带来的成本

增加，也能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刺激企业生产技

术进步和低碳技术升级，实现污染物减排［21］。碳交易政

策中有关技术保障条款提出，各地区应协助企业主体开

展创新，给予技术机构资金和人才支持；另外，碳交易政

策会倒逼高污染企业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推进生产

减排［22］。此外，由于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持有先进技术

的企业会将低碳技术传播至整个产业，提升总体环保水

平，最终实现城市绿色发展。基于此，从技术创新的角度

出发，探究碳交易对碳排放及其他大气污染物减排的作

用机制。

该研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将已有

研究从国家或省级宏观样本数据拓展为 2006—2018年
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

第二，将全球碳排放约束下的全域排放物二氧化碳和地

方污染减排约束下的局域大气污染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

架，更全面考察碳交易政策带来的减排效益；第三，采用

双重差分等方法，系统分析碳交易政策对CI、PM2. 5及 SO2
的减排效果，并探讨其作用机制，避免以往仿真模拟等方

法由于固有缺陷导致评估效果失真及难以追踪传导机制

的问题。

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2. 1 样本和模型选择

采用双重差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模型）主要

用于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估。该方法基于非随机

分配政策实施组和对照组的自然试验得到的数据，通过

控制研究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将政策影响的结果分离

出来，并在模型中加入可能产生影响的自变量，进一步控

制处理组和对照组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补充样本分配

上不能完全随机的缺陷，从而实现对政策效果的真实

评估［23］。

将碳交易试点地级市设定为基准样本，为有效分析

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净效应，在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基础上

建立以下模型：

Yit = b0 + b1 policyit + aXit + γt + δi + εit （1）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具体用碳排放强度及大气污

染物排放表征，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policy为

碳交易政策试点城市和时间节点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乘

项，获批碳交易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赋值为 1，获批复之

前及未试点城市赋值为 0；Xit为所有的控制变量集；γt代

表时间固定效应；δi为各地级市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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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扰动项。以上模型中，系数 b1是重点关注的数值，它衡

量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的

净效应。如果碳交易试点政策能有效实现城市减污减

排，则 b1显著为正；反之，不显著或者显著负值。

2. 2 变量选取

2. 2. 1 因变量

（1）碳排放强度（CI）。碳排放强度即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碳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重要指标。相对二氧化碳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而言，

它反映了能源与GDP间的关系，体现相对效率的含义，能

有效评价能源利用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绩效［24-25］。中国在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十三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均制定相关政策，旨在降低

国家碳强度。在多区域对比分析中，由于经济体量、人口

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的差异，绝对量不具备直接可比

性，强度指标可以剔除上述因素影响，直接对区域间能源

利用和碳排放效率差异进行比较研究［26］。

由于统计数据和估算方法的限制，城市碳排放一直

是个关键性问题。城市由于具有高人口密度、高经济密

度和高能源消耗强度等特征，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

要聚集地［27］。各地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结构不同，但电

力部门碳排放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排放源，其次是运输、供

热和供气部门的排放［2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参考《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2006》，根据碳排放类别分项

计算城市能耗碳排放量并进行加总［29］。碳排放的表达式

为：CE =∑i
ACi × NVIi × EFi。其中，CE为Ｅ城市直接能

耗碳排放量，i为能源种类，ACi为能源消耗量，NVIi为能源

热值，EFi为排放因子。排放类别计算公式及其对应参数

说明见表1。
（2）SO2浓度值。SO2是大气污染的主要一次污染物，

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被列入为减

排目标。规划明确要求“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12%，环境

质量有所改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分别下

降 10%、10%”。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于 2005年达到顶

峰后呈现波动降低趋势，2006—2013年均减少 2. 24%，成

功实现减排的SO2在环境研究中始终备受关注。

（3）PM2. 5浓度值。PM2. 5即直径或粒径小于 2. 5 μm
的可吸入颗粒物，是影响雾霾天气的首要污染物。该污

染物不仅降低城市能见度，更给人类健康、气候、环境带

来诸多负面影响。学者对 PM2. 5颗粒物的研究多集中于

形成过程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两个方面。面对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情况，PM2. 5不仅是社会各界关注的

焦点，也是能源、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31］。

2. 2. 2 控制变量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

dp）测度经济发展水平。Grossman等［32］研究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时，发现人均地区生产值不同，区域

SO2排放量变化存在差异。基于此，人均地区生产值自然

对CO2及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生态效

率值。因此，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纳入控制变量中。

（2）城市化水平。城市化（ur）导致的能源消耗和温

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不能通过人口规模来反映。借鉴林

伯强等［33］的做法，将人口数量变量用人口结构变量（城市

化水平）代替。城市人均能耗是农村的 3. 5~4倍，城市化

能极大地影响国内能源消费［34］。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会

使能源需求和消费增加，并逐步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减少

森林面积，从而加剧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

城市化可能又通过加速现代化进程、提高技术水平促进

减污减排，两种影响力度与城市化所处的阶段相关［35］。

因此，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控制，是准确描述现阶段地区

能源需求和大气环境水平的必然要求。

（3）产业结构（in）。Liu等［36］研究发现，中国第二产

表1 城市 CO2 排放计算

城市CO2排放

城市电力碳排放

城市用气碳排放

城市交通碳排放

城市供暖碳排放

城市CO2排放总量

碳排放量计算

C1 = E1 × EF1
C2 = A1 × NVI1 × EF2 +
A2 × NVI2 × EF3 × M1

C3 =∑
n

Qn × Ln × Tn × Kn

C4 = Si × Ni × EF4
C = C1 + C2 + C3 + C4

说明

E1城市用电量，EF1为所在电网的碳排放因子

A1、A2分别是城市液化气和煤气供应量，NVI1、NVI2为对应发热值，分别为 50. 179 MJ/kg、
38. 931 MJ/m3；EF2、EF3分别为城市液化气、煤气的碳排放因子，依次为 0. 063 07 kgCO2/MJ、
0. 056 1 kgCO2/MJ；M1煤气密度为0. 45 kg/m3
Qn、Ln、Tn、Kn依次代表交通工具（公交车、出租车和私人汽车）数量、百公里耗油量和汽油的

CO2排放系数（2. 314 kgCO2/L）
Si为供暖面积（m2），Ni为单位供暖耗煤量（kg/m2），EF4为标准煤的碳排放因子，数值为

2. 46 kgCO2/kg
C为城市碳排放总量

注：汽车相关指标借鉴文献［30］的研究结论，其中公交车行驶里程和每百公里耗油量分别为 70 000 km/a、0. 32 L/km，出租车分别为

12 000 km/a、0. 1 L/km，私人汽车分别为 20 000 km/a、0. 1 L/km。各地区单位供暖面积煤耗量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的相关数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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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份额的增加往往会加剧能源消耗，从而产生大量碳排

放，大多环境污染物也来源于工业企业生产。通常来说

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意味着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级。参考Wang等［34］的研究，考虑研究地区具有较大的差

异性，选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4）能源强度。能源强度（e）即单位 GDP的能源消

耗，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能源强度越小，效

率越高，带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量越少。使用城市

全社会用电量与GDP比值表示能源强度。现阶段中国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比重较低，化石能源发电仍是

电力的主要来源。能源消耗会带来CO2以及PM2. 5等污染

物的排放，因此降低能源强度是减污减排的重要途径。

（5）对外开放程度。借鉴傅元海等［37］的研究，采用实

际利用外资金额（fdi）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在研究影响空

气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时，外商投资变量对环境的作用

效果不容忽视［38］。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有

利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降低空气污染；但也可能由于发

展中国家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导致“污染天堂”效应。

Xu等［39］研究了能源转型背景下 fdi与 SO2间的关系。Ji⁃
ang等［40］使用空间计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雾霾

的负面作用。基于此，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fdi）表征的

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6）绿化面积。城市绿化（garea）是净化空气、降低污

染源、改善大气环境的重要手段。借鉴豆建民等［41］的研

究，引入城市绿化面积为控制变量之一。

2. 2. 3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基于孙传旺等［42］的研究，科研投入直接

度量了城市技术水平，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政

府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乃至整个国家创新水平

均产生重要影响。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及贴息等直接的差

异化财政手段，极大降低研发风险，提高创新参与度，吸

引越来越多社会资本参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财政科技

支出可以很大程度改善宏观生态环境，激活创新动能［43］。

基于此，用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技

术创新（inn）。邵帅等［44］提出，技术进步可能仅作用于提

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生产规模，并未强调“绿色”发展，这会

使碳排放增加。李廉水等［45］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

2. 3 数据来源

政策试点数据源于国家已公布的相关政策，其中北

京、天津、上海、广东、深圳、湖北和重庆的试点启动时间

集中在 2013年下半年和 2014年，所以将这六个省份的政

策作用时间统一定为 2014年。借鉴李广明等［46］的做法，

将深圳市合并到广东省。根据模型设计，为进一步明确

碳交易效果，需保证政策实施点前后时间段范围，以形成

有效的政策参照和作用区间。由于福建省试点时间为

2017年年末，将福建省数据剔除。在此基础上，将样本细

化为各省份包含在内的地级市范围。数据搜集过程中，

由于昌吉市和石河子市数据无法全面获取，三沙、毕节、

铜仁及巢湖的数据出现较多缺失，所以将其剔除，最终选

取 27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全球初见成效的

碳市场发生在 2005年以后，将考察的时间段定位 2006—
2018年［47］。

能源及经济数据由《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

年鉴以及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搜集、

整理得到。所有与时间有关的经济变量均折算成 2006年
不变价。各城市 PM2. 5浓度数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

气成分分析组发布的基于卫星监测的年度期内均值栅格

数据。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所用数据

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 1 基准模型回归

采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参考任亚运等［48］

的研究方法，在探究碳交易对 CI的减排效果后，依次以

PM2. 5和 SO2作为因变量替换碳排放强度进行基准回归，

检验碳交易对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在估计试

点政策对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净效应的基础上，再加入

地区生产总值、城市绿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

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等控制变量，具体结果见表 2。回

归结果表明，基准回归模型中，其作用系数分别为

-0. 139、-0. 112和-0. 172，分别在 10%、1%、5%的水平

上显著；增加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

数符号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表明碳交易政策显著抑

制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亦促进城市 PM2. 5和 SO2等大

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人均地区生产值和城市化均与

PM2. 5显著负相关，说明中国城市建设过程中，逐步由高

耗能、高产出向高科技、高产出、低污染的生产模式转

变。绿化水平亦显著促进污染减排，城市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要将环境承载力考虑在内，重视环保建设投资，实

现环境-经济共同进步。外商投资与 CI显著正相关，但

不会增加 PM2. 5和 SO2排放量。随着中国环境规制力度

的增强，部分地区外商投资的经济正外部性大于环境污

染负外部性。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显著正向作用于

SO2，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需要大量传统能源消耗带

动经济增长。为此要开发清洁能源，减少第二产业比

重，发展高科技等信息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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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3. 2 异质性分析

前文回归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CI、SO2和 PM2. 5等

污染物排放均具有显著减排效果。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实

施，大气环境效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是否具有较

大地区差异？为进一步研究试点政策的区域异质性，在

双重差分的基础上，将研究的样本城市分为东、中、西三

个区域依次分析（表3）。

表2 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

ln pgdp

ln garea

ln ur

ln fdi

ln e

ln in
时间效应

地区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ln CI
-0. 139*

（-0. 081）

是

是

否

3 570
0. 549

ln PM2. 5
-0. 112***
（0. 014）

是

是

否

3 588
0. 523

ln SO2
-0. 172**
（0. 078）

是

是

否

3 522
0. 531

ln CI
-0. 038*
（0. 020）
-0. 035*
（0. 021）
-0. 015

（0. 010）
0. 010

（0. 014）
0. 009***
（0. 003）
0. 799***
（0. 016）
-0. 011

（0. 018）
是

是

是

3 367
0. 972

ln PM2. 5
-0. 103***
（0. 015）
-0. 061***
（0. 017）
-0. 032***
（0. 010）
-0. 050***
（0. 018）
-0. 002

（0. 005）
-0. 001

（0. 006）
-0. 020

（0. 020）
是

是

是

3 376
0. 547

ln SO2
-0. 167**
（0. 076）
0. 056

（0. 055）
0. 064

（0. 046）
0. 048

（0. 055）
-0. 031*
（0. 018）
0. 090***
（0. 031）
0. 168*

（0. 092）
是

是

是

3 324
0. 545

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3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did

ln pgdp

ln garea

ln ur

ln fdi

ln e

ln in
time

region

con

N

R2

东部

ln CI
-0. 016

（0. 015）
-0. 001

（0. 018）
-0. 003

（0. 008）
0. 024**

（0. 011）
-0. 001

（0. 004）
-0. 850**
（0. 012）
0. 018

（0. 018）
是

是

是

1 134
0. 988

ln PM2. 5
-0. 138***
（0. 018）
0. 019

（0. 023）
-0. 001

（0. 010）
-0. 007

（0. 012）
-0. 005

（0. 006）
-0. 021**
（0. 009）
0. 021

（0. 027）
是

是

是

1 137
0. 715

ln SO2
-0. 177*
（0. 105）
-0. 211*
（0. 114）
0. 055

（0. 075）
0. 048

（0. 084）
-0. 049

（0. 041）
0. 068

（0. 061）
0. 365**

（0. 146）
是

是

是

1 116
0. 535

中部

ln CI
-0. 059*
（0. 035）
-0. 062*
（0. 033）
-0. 006

（0. 021）
0. 003

（0. 024）
0. 007

（0. 007）
0. 841***
（0. 017）
0. 013

（0. 020）
是

是

是

1 238
0. 978

ln PM2. 5
-0. 089***
（0. 025）
-0. 133***
（0. 042）
-0. 048***
（0. 017）
-0. 078**
（0. 030）
-0. 001

（0. 012）
-0. 020*
（0. 011）
-0. 064**
（0. 030）

是

是

是

1 242
0. 538

ln SO2
-0. 242**
（0. 094）
-0. 006

（0. 087）
0. 113

（0. 091）
0. 003

（0. 081）
-0. 033

（0. 030）
0. 098**

（0. 049）
0. 184*

（0. 094）
是

是

是

1 215
0. 662

西部

ln CI
-0. 112***
（0. 021）
-0. 012

（0. 027）
-0. 020

（0. 016）
0. 012

（0. 037）
0. 006

（0. 005）
0. 737***
（0. 286）
0. 148**

（0. 072）
是

是

是

995
0. 960

ln PM2. 5
-0. 172***
（0. 016）
-0. 045**
（0. 019）
-0. 021*
（0. 011）
-0. 017

（0. 024）
-0. 012**
（0. 005）
0. 020*

（0. 011）
-0. 088

（0. 053）
是

是

是

997
0. 617

ln SO2
-0. 293***
（0. 075）
0. 142

（0. 103）
0. 019

（0. 065）
0. 214

（0. 146）
-0. 016

（0. 025）
0. 101*

（0. 055）
-0. 202

（0. 296）
是

是

是

993
0. 471

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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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对东部地区的样本城市而言，碳交易政

策对 PM2. 5浓度和 SO2排放量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 CI

的减排效果并不显著。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会给东部城

市带来 SO2减排压力，经济发展对大气污染状况改善起

推动作用，这表明东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第三产业驱

动，减少高耗能、高污染的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不断

趋于优化。且能源强度与 PM2. 5排放成反比，即经济增

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降低，这表明东部地区已

率先实现技术改进，利用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实现清

洁生产。

对中部和西部的城市而言，碳交易政策与CI、PM2. 5浓

度和 SO2的排放均显著负相关，能有效改善大气污染。城

市经济发展和绿化水平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有显著效果，

这说明中西部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环境承载力考虑

在内，兼顾社会和环境效益，合理安排环保建设投资，追

求可持续的绿色经济目标。能源强度指标对中西部地区

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仍然是正向作用，即中西部地区

仍然以传统能源为第二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更多依

靠能源消耗，加剧了大气污染，未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优化。

总体来看，碳交易政策对城市大气污染物及碳排放

的作用大小大致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

东部地区较小。且碳交易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协同减排程

度不同：西部地区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和其他大气污染

物减排的协同控制最明显，中部地区对大气污染物的减

排相对较弱，东部地区碳交易的碳减排效果不明显，但对

PM2. 5浓度和 SO2有协同减排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一方

面，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水平次于东部地区，生产方式转

型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污染物排放规模

较高，大气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因此减排规模和效益相对

越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减排技术和产业结构已趋于优

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减排空间越大。

4 稳健性检验

4.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即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应具有

相同的变动趋势，不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差异性。参照陆

蓉等［49］的方法，按照碳交易政策实施的各个时间点分别

检验政策实施前后因变量的变化趋势。具体来说，将不

同时间点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

（1）。将政策实施当期作为基准组，before _3表示碳交易

政策实施前三年的政策虚拟变量，after _1表示碳交易政

策实施后一年的虚拟变量，其他以此类推，结果见表 4。

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CI、PM2. 5浓度和 SO2排
放没有显著差异，但碳交易政策实施以后，处理组城市相

比较对照组城市的CI、PM2. 5浓度和SO2排放量显著降低。

综上所述，本次双重差分模型基本满足平行趋势检

验。另外，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碳交易政策对CI的减排效

果显著，且在政策实施当年就得到较大程度实现，此后减

排效果不断增加；对 PM2. 5和 SO2的协同减排作用也在政

策实施当年即实现，此后不断增强。

4. 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

城市环境的作用效果。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前，需要进

行平衡性检验［50］。结果表明，匹配后的样本中所有的协

变量 t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

的原假设，且绝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 10%。对

比匹配前的结果，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

由此，所有协变量均能通过平衡性检验，这表明倾向得分

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差异得到较大程度削弱，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仅仅会损失少量样本。

表 5为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环境变量进行近邻匹配、

样条匹配、卡尺匹配的估计结果。其中，ATT是仅考虑

试点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是该研究最关注的结果；

ATU是只考虑非试点地区的匹配结果；ATE是考虑整个

样本的匹配结果。匹配结果基本显著为负，倾向得分匹

配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较为接近，进一步验证该研究结

论，即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城市 CI、PM2. 5和

SO2排放。

表4 平行趋势检验表

变量

before_3

before _2

before _1

After_1

After_2

时间效应

地区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ln CI
-0. 007

（0. 020）
-0. 010

（0. 017）
-0. 018

（0. 016）
-0. 033*
（0. 018）
-0. 051***
（0. 014）

是

是

是

3 367
0. 972

ln PM2. 5
0. 025

（0. 017）
-0. 013

（0. 016）
-0. 017

（0. 018）
-0. 053**
（0. 022）
-0. 037**
（0. 015）

是

是

是

3 376
0. 554

ln SO2
-0. 068

（0. 071）
-0. 019

（0. 061）
-0. 069

（0. 063）
-0. 154*
（0. 086）
-0. 224**
（0. 090）

是

是

是

3 324
0. 546

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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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检验

为探究其影响机制，检验碳交易政策如何作用于城

市大气环境指标，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公式为：

Y = cX + e1 （2）
M = aX + e2 （3）
Y = c1X + bM + e3 （4）
其中：c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a为自变量对中

介变量的效应；b是控制了自变量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效应；c1是控制了中介变量以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

接效应。间接效应为系数ab的乘积。

Baron等［51］和温忠麟等［52］采用的传统因果逐步回归

法，容易导致系数乘积实际上显著而检验结果不显著的

结论。基于此，Zhao等［53］提出了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法，可用于直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通过以下几个

步骤［54］探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地区减污减排的中间作用

机制：①检验方程（2）的系数 c，如果显著，则按照中介效

应立论；若不显著，则停止检验。②同时检验方程（3）和

（4），若系数 a、b同时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转至第四步；

若至少一个不显著，进行第三步检验。③用 Bootstrap直

接检验 ab=0，若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进行第四步；否

则，不存在中介效应。④检验方程（4）的系数 c1，若不显

著，则存在完全显著的中介效应；若显著，则直接效应显

著，进行第五步。⑤比较 ab和 c1的符号，同号则为部分中

介效应；异号则属于遮掩效应。该研究主要考察碳交易

试点政策能否通过技术水平实现环境红利，因此选取技

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5. 1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检验结果见表 6。技术创新对碳交易试点政策

与碳强度、PM2. 5和 SO2减排均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表 6第
2—4列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政策与CI的中介检验结果。

第 2列结果在 10%的水平显著为负，即碳交易政策能促

进碳减排。第 3列政策虚拟变量在 1%水平显著为负，表

示碳交易政策能有效刺激地方科技投入，实现技术提升。

Bootstrap检验得到的置信区间为（-0. 040 8，-0. 021 3），

不包含 0，即技术创新对碳交易与碳强度有显著的中介作

用。同理，表 6第 5—8列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 PM2. 5和

SO2排放均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

碳交易政策下，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减排压力不断

增加，从而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升级。一方

表5 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ATT

ATU

ATE
观测值

模型（1）
近邻匹配

-0. 154*
（0. 080）
-0. 189***
（0. 070）
-0. 184***
（0. 062）
1 242

ln CI
模型（2）
样条匹配

-0. 162***
（0. 027）
-0. 191***
（0. 052）
-0. 187***
（0. 048）
1 242

模型（3）
卡尺匹配

-0. 158**
（0. 078）
0. 187***
（0. 062）
-0. 183**
（0. 058）
1 242

模型（1）
近邻匹配

-0. 082**
（0. 043）
-0. 012

（0. 035）
-0. 021

（0. 033）
1 244

ln PM2. 5
模型（2）
样条匹配

-0. 047**
（0. 025）
-0. 014

（0. 028）
-0. 018

（0. 026）
1 244

模型（3）
卡尺匹配

-0. 088*
（0. 053）
-0. 016

（0. 040）
-0. 025

（0. 038）
1 244

模型（1）
近邻匹配

-0. 288***
（0. 122）
-0. 379***
（0. 092）
-0. 368***
（0. 088）
1 195

ln SO2
模型（2）
样条匹配

-0. 293***
（0. 084）
-0. 349*
（0. 099）
-0. 343**
（0. 093）
1 195

模型（3）
卡尺匹配

-0. 316***
（0. 094）
-0. 270**
（0. 131）
-0. 276**
（0. 121）
1 195

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6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变量

DID

lninn
控制变量

时间效应

地区效应

N

R2

ln CI
-0. 380*
（0. 020）

是

是

是

3 367
0. 972

ln inn
0. 375***
（0. 072）

是

是

是

3 375
0. 546

ln CI
-0. 036*
（0. 020）
-0. 003

（0. 000 6）
是

是

是

3 366
0. 972

ln PM2. 5
-0. 103***
（0. 015）

是

是

是

3 376
0. 547

ln PM2. 5
-0. 094***
（0. 014）
-0. 026***
（0. 008）

是

是

是

3 375
0. 551

ln SO2
-0. 167**
（0. 076）

是

是

是

3 324
0. 545

ln SO2
-0. 163**
（0. 079）
0. 010

（0. 044）
是

是

是

3 323
0. 546

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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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另

一方面，技术创新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污染减

排。碳交易市场中，政府设定碳排放目标后进一步将排

放权发放至企业。发挥先进低碳技术优势的企业，会产

生更低的边际减排成本，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富余更

多的碳配额在碳市场出售，实现地区经济、环境共发展。

总之，城市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考虑环境

承载力，加大污染防治技术领域研发资金的投入，鼓励减

排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助力减污减排。

6 结论和启示

该研究运用双重差分，以碳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包含

的地级市为处理组样本，其余地级市为控制组，研究了碳

交易政策给城市带来的环境红利，并考察碳交易政策在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效果；最后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

易政策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环境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实证结果发现：①碳交易政策不仅能有效促进地区碳减

排，还能协同减排以 PM2. 5和 SO2为代表的大气污染物。

试点政策实施前，城市CI、PM2. 5浓度和 SO2排放的下降趋

势并不明显，在 2014年政策陆续实施以后逐渐产生变化。

②不同地区的碳交易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异质性。对东部

样本城市而言，碳交易政策对 PM2. 5和 SO2排放均具有显

著负向作用，对CI的减排效果并不显著。对中、西部城市

而言，碳交易政策与 CI、PM2. 5和 SO2排放均显著负相关，

有效改善大气污染，且总体上西部地区的政策减排效果

最显著、中部次之，东部地区相对较弱。③中介机制分析

结果表明，通过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这一途

径，能够充分发挥碳交易政策对城市CI、PM2. 5浓度和 SO2
的减排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丰富和完

善碳交易制度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兼具政府-市
场特征的减排政策，不仅有效抑制碳强度，更实现了对

PM2. 5和 SO2为代表的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基于此，政

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一方面，要将市场激励考虑在内，

激发各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产生更高的环境效益；另一

方面，要不断完善现有碳交易制度，更好地激发其减排效

能，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的同时，要将区

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

一方面，政策实施要结合当地发展情况，选择合理的配套

机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市场机制，产生更高的减排

效益；另一方面，在总结试点地区碳交易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中国的东中西三个区域发展差异。东部地

区应进一步发挥资金和技术优势，刺激碳交易市场活力；

对经济较落后、市场不完善的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引进东

部发达地区的科技与资金，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

新，缩小发展差距。再者，要加强区域政策实施联动，重

点关注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以点带面，加以推广，完善整体碳市场碳配额分

配、交易和约束体系，建设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下好

全国一盘棋。

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为立足点。科技创新是充分发挥碳交易政策排

污效果、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政府在经济建设中

要增加科技支出，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国家在创新

发展模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带

来的不确定性，坚持绿色经济的发展导向，注重减排与发

展同时兼顾的长远效益，推动经济转型带来的减污减排

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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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on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ZHANG Guoxing1，2，FAN Mengmeng1，MA Ruikun1，LIN Weichu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ir 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are the dual strategic tasks of China ’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implementation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nd its key is to set the total
emission control target and force the emission subjects to achieve emission reduction. As a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to regulate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reliev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whether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has synergistic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PM2.5 concentration, SO2 and other air pollution deserves in-depth researc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7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between 2006 and 2018, this study, which too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e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urther divided the sample cities into
three sub samples, i.e. tho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ose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ose in the western region, to explore regional hetero⁃
geneity. And on account of this, the intermediary model was brought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mecha⁃
nism o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trading affecting greenhouse gases and air pollut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could not on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ut als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emission re⁃
duction of PM2.5 and SO2. ②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of air pollutants and carbon dioxide was the larg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small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 ③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regional pollution reduction was shown
by the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intensity, SO2 and PM2.5. These conclu⁃
sions indicate that, concerning air pollut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xpand the market and
the main scope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romote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nationwide, tak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to account and enhance region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air pollution. In addition, urban construction plan⁃
ning should take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s the foothold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hina ’s carbon
trading system, optimizing the path of pollutant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and realizing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arbon trading policy; policy effect;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intermedia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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