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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气污染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实施联防联控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为破除原有单一主体治理缺陷，２０１２年中国开始实施联防

联控协同治理政策，且已初显治理效果。本文筛选整理沪深Ａ股上市公司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数据，在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有效性检验的

基础上，考察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政策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区域联防联控政策降低了工业

ＳＯ２排放，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②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均证

明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效应

不太可能由地级市－行业－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驱动。③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所有制、不同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对联

防联控政策的冲击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虽然联防联控政策突破了行政界线，但是要考虑环境污染治理的协

同收益（成本），应按照贡献量等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合理分配，合理引导企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开发绿色资源。此外，联防

联控治理政策还要考虑不同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优化各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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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治理手段不同的是，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考

虑行政边界、治理成本以及环境收益问题。联防联控作为

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主体，对企业的生产和管理

决策施加新的限制约束条件，必然导致企业行为决策进行

调整。由于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规模和不同行业属性的

企业对环境政策存在异质性响应，联防联控政策对不同企

业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１］，其中企业生产规模作为企业行

为决策的重要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部分不符合污染

排放标准的企业限期整改，仍不达标者或将被关停。面临

环境政策的外部性压力，企业如何继续留存于市场并维持

现有的企业生产规模，或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扩大规

模？环境政策会直接导致受监管部门劳动力流失［２］，进而

企业缩减规模，但是却忽略了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政策

时也有可能会采取技术革新、引进污染处理设施、提高劳

动生产率等一系列措施弥补外部性成本，企业生产规模反

而会扩大。因此，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１　文献综述

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规

模的刚性约束［３］。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规模

会对企业主体行为乃至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环

境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环境政策

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方面进行文献回顾，相关研究主要

有三种观点：

首先，环境政策负向影响企业生产决策。一些学者认

为，环境政策让企业承担了污染减排的外部性成本，企业

生产成本增加导致企业产品价格上涨，市场需求下降，从

而劳动力缩减。Ｌｉｕ等［２］以劳动力衡量企业生产规模时，

面对更严格的废水排放标准，江苏太湖所有纺织印染企业

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约７％。此外，还发现排放标准对不

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国

内私营企业的就业减少了７．４％，但对国有或外资企业的

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４］以美国制造业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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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县

相比，空气质量未达标县的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了约６０

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这种负向关系也与环境监管严格性的

变化有关［５］，污染密集型行业倾向于选址在环境政策相对

宽松的县，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避开有工会的县［６］。

其次，环境政策对企业的生产决策没有影响。环境政

策抑制就业在理论上可能行不通，环境监管的倒逼机制也

有可能让企业提高生产率，对企业就业和规模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Ｂｅｒｍａｎ和 Ｂｕｉ［７］以微观数据估计洛杉矶急剧

增加的空气质量监管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表

明地方空气质量法规大大减少了就业，空气质量规制仅对

位于首都的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产生了轻微的影响，

企业生产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环

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８］。作为市场型环境政策，在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一阶段中，相对配额分配对受监管

的德国公司就业没有显著影响［９－１０］。同样，几乎没有证据

表明，与非第一阶段发电厂相比，二氧化硫交易计划降低

了第一阶段发电厂的就业人数［１１］。

最后，环境政策与企业生产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

中介工具。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企业向环境政策较

为宽松的地区转移，引起的经济集聚可能产生企业生产规

模效应。张会清和王剑［１２］以江苏省ＩＴ产业中的台资企业

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

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聚集定位

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形成 ＦＤＩ地区集聚的规模效应，而

投资者规模和市场取向决定了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

的集聚效应［１３］，不仅影响企业的规模发展，而且对企业的

经济效应产生重要作用 ［１４］，但是这种集聚存在区域异质

性。Ｈｅａｄ等［１５］、Ｈｕａｌｌａｃｈáｉｎ等［１６］在控制影响地区选择的

特征之后，发现现有外国投资存量相对较高的地区更有可

能吸引更多的投资，且小企业更偏好集聚定位［１７］。集聚

经济使得企业迁移的机会成本增大，企业则要设法留下，

努力适应环境政策。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环境政策与企业生产规

模这一具体的企业生产决策之间的研究尚无定性或定量

结论，联防联控作为典型的污染治理协同政策能不能使企

业生产规模经济带来“１＋１＞２”的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在检验政策有效

性的基础上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联防联控政策对企业

的影响，拓宽了命令与市场型这两个主流环境政策的研究

维度。另一方面，关于环境政策在企业层面的效果评估主

要集中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转型升级等行为模式，

本文研究环境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效应，从微观主

体生产决策的角度丰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内容。

２　联防联控政策有效性检验

由于现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存在地方环境权益

分配不均、环境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直接影响政策的有

效性，因此在检验联防联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影响效应

前必须考察该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鉴于联防联控主要是

针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政策，本文构建以二氧化硫为因变量

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联防联控政策的有效性：

ｌｎ（ＳＯ２）ｉｔ＝ω０＋ω１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ωｉｌｎＸ＋λｔ＋μｉ＋εｉｔ （１）

其中，ｌｎ（ＳＯ２）为各地级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ｔｉｍｅ为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十二五”规划》颁布，明确提出要“建立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机制”，为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监管模式的战略

转型提出了重大机遇和挑战［１８］。因此，本文将２０１３年视

为时间节点，即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ｔｉｍｅ＝１。

ｔｒｅａｔ为地区虚拟变量，联防联控政策试点城市取值为１，

非联防联控政策试点城市取值为０。本文将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三大联防联控城市群共４８个城市作为试点地

区，其余２２６个地级市作为非试点地区。研究重点关注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系数，衡量的是联防联控政策试点地区的二

氧化硫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平均变化。若系数为负，说明

联防联控政策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政策有效；反

之则无效。时间固定效应比时间分组更详细地区分了样

本，而个体固定效应也比地区分组更详细地区分了样本，

因此，在模型（１）中不必加入单项，只需加入交叉项即可，

即模型（１）实际上是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ＤＩＤ模型［１９］。Ｘ

是一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财政

分权度、生师比、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其中，财政分权度

由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

出衡量，产业结构由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二产业产值表

示。λ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ｉ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ｉｔ代表

随机误差项。

数据来源：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第二产业产值

和第三产业产值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内支出和生师比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信息网数据库（鉴于篇幅，该部分未展示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１为联防联控政策有效性检验结果。第（１）列为未

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结果，相比于非试点

地区，二氧化硫平均下降了０．１５４万ｔ。第（２）列为加入控

制变量的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结果，相比于非试点地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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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平均下降了０．１２９万 ｔ，可以说明联防联控政策的

有效性。此外，本文还验证了２０１３年联防联控政策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第（３）列和（４）列结果显示，在没加控制

变量时，试点地区比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对数增长高０．０６２

万元，加入控制变量后，试点地区比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对

数增长高０．０９９万元。总之，联防联控政策可以实现环境

和经济的双赢。由于地级市层面只搜集到生产总值指数，

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均以生产总值指数进

行平减，其中地级市层面的生产总值指数由历年各省份统

计年鉴搜集整理。

除了检验联防联控政策对工业ＳＯ２排放的影响外，本

文还通过检查其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进行了证伪检验。

由于联防联控政策主要是针对大气污染进行区域联合治

理的控排措施，而且大气污染和废水污染的排放及处理过

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对废水减排不应

该产生影响，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联防联控政策在大气

治理方面的有效性。针对模型（１）选择同样的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１中的第（５）列和（６）列。结果显示

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对工业废水排放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

显著影响。综上结果表明，工业ＳＯ２排放的减少是由区域

联防联控政策引起的，而不是由其他因素驱动，支持 ＤＩＤ

估计的有效性。

３　联防联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

３．１　ＰＳＭＤＩＤ检验

结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国家酸雨和二氧化硫

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环发［２００８］１号）中重点监测的

电力、化工、石化、钢铁、有色、医药、制造、冶金、水泥、玻璃

行业和ｗｉｎｄ数据披露的证监会行业属性区分二氧化硫排

放企业和非二氧化硫排放企业。为了保证样本的稳定性和

有效性，本文剔除ＳＴ和ＳＴ企业（公司经营连续两年亏损

和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企业），个别缺失数据由插值法

补充。通过筛选最终获得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全部 Ａ

股上市公司中２３０家二氧化硫排放企业，其中试点地区９３

家，非试点地区１３７家，以此为样本进行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联防联控试点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ｓｃａｌｅｉｊｔ＝β０＋β１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λｉＸ＋

χｔ＋δｊ＋αｉ＋εｉｊｔ （２）

其中，ｓｃａｌｅｉｊｔ表示 ｉ城市行业ｊ的企业在ｔ年的生产规

模，用员工总数衡量［２０］，ｔｉｍｅ为时间虚拟变量，联防联控

试点政策前为０，联防联控试点政策后为１。ｔｒｅａｔ为企业虚

拟变量，联防联控政策试点城市的企业取值为１，非联防联

控政策试点城市的企业取值为０。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系数β１即

为本文研究的联防联控试点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

结果。Ｘ为包括企业偿债能力、收益质量、盈利能力、营运

能力、资本结构以及员工构成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向

量。具体衡量指标为流动比率、经营活动净收益占比利润

总额、销售利率、存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人均创收。ｘ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δｊ为行业固定效应，αｉ为个体固定效

应，εｉｊｔ为随机误差项。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为解决不满足平行趋势造成的评估偏差问题，本文选

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保留满足平行

趋势的对照组和处理组中的样本，以正确评估政策效果。

具体做法为：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以为被解释变量，以偿债能

力、收益质量、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资本结构以及人均创

收作为相应的协变量进行近邻匹配，匹配后结果显示各变

量的标准化偏差（％ｂｉａｓ）均小于１０％，而且各变量的ｔ统

表１　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对ＳＯ２排放和ＧＤＰ的影响

变量
工业ＳＯ２排放

（１） （２）

ＧＤＰ

（３） （４）

工业废水排放

（５） （６）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７）

＿ｃｏｎｓ
１０．４６５

（０．０２９）

９．３６０

（０．４６７）

１５．１３０

（０．０１２）

１２．２１１

（０．１８１）

８．３５４

（０．０２５）

８．３４２

０．４００）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Ｒ２ ０．３４１１ ０．３４８２ ０．５５１９ ０．６０６９ ０．１２０４ ０．１２３２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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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检验结果都不显著（鉴于篇幅，该部分未展示具体的

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即不拒绝实验组与控

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匹配结果是有效的。

２０１３年联防联控区域协同治理试点政策对企业生产

规模的影响结果见表３，结果显示联防联控政策扩大了企

业生产规模。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要发展就要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产出增加，那么企业遵循环境规

制的产出效应就可能大于企业的成本效应，劳动生产率产

生的补偿效应弥补了规制成本，企业就会增加员工人数，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另一方面，企业面临同样的环境规制

政策，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才能不会被市场淘汰。在环境规

制标准的约束下，企业选择绿色行为，从静态的“规制—响

应”向“绿色—双赢”动态转变，逐渐适应环境政策动态调

整。企业为了获取绿色市场份额，则会扩大企业生产规

模，同时也会获得政府绿色金融等优惠政策支持。

上述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区域

联防联控试点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的干扰，影响政策的净

效应评估，比如２０１１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实施的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２０１４年长沙、株洲、湘潭、三门

峡、洛阳等地实施的水权交易试点政策，这些试点政策可

能对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企业生产规模影响不一致。

为排除其余政策导致的结果偏差，本文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

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中匹配出另一对试点和非试点地

区不受联防联控政策影响的非 ＳＯ２排放企业作为处理组

和控制组样本，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解决这一问题，模型

如下。

ｌｎ（ｓｃａｌｅｉｊｔ）＝α０＋α１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ｄｕｍｍｙ＋α２ｔｉｍｅ×

ｔｒｅａｔ＋α３ｔｉｍｅ×ｉｎ＿ｄｕｍｍｙ＋α４ｔｒｅａｔ×

ｉｎ＿ｄｕｍｍｙ＋λｉＸ＋χｔ＋δｉ＋ｊ＋εｉｊｔ
（３）

其中，ｉｎ＿ｄｕｍｍｙ为行业虚拟变量，当匹配出的样本中

企业为ＳＯ２排放行业时ｉｎ＿ｄｕｍｍｙ＝１，否则ｉｎ＿ｄｕｍｍｙ＝

０。фｊ为行业固定效应，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含义参考模型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

流动比率 １．７９ ２．８４ ０．００ ６８．９７ ３２２０

经营活动净收益

占比利润总额
－５７．１０ １７０５ －８６０５９ ７２２４ ３２２０

销售毛利率 ２５．２７ ２０．５２ －１３１．３０ ９６．５１ ３２２０

存货周转率 ６．０８ ９．４１ ０．００ ３０２．１０ ３２２０

资产负债率 ８３．８３ １７９１ ０．８１ １０１３２０ ３２２０

人均创收 １４０．８０ ２９０．４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６９ ３２２０

（２）。本文重点关注的是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ｄｕｍｍｙ的待估系

数α１。模型（３）的回归结果见表４，报告了三重差分估计

的联防联控政策的净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与表３的倾

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联防联控

表３　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ＰＳＭＤＩＤ

变量 （１） （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３

（０．０３９）

＿ｃｏｎｓ
７．５３５

（０．０３８）

７．７４６

（０．０６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Ｎ ３２１０ ３２１０

Ｒ２ ０．０７２４ ０．２３３９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统计量。

表４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ｄｕｍｍｙ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３

（０．０３９）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３）

ｔｉｍｅ×ｉｎ＿ｄｕｍｍｙ
－０．１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３６）

ｔｒｅａｔ×ｉｎ＿ｄｕｍｍｙ
－３．３１７

（０．２２１）

－３．２６２

（０．２１３）

＿ｃｏｎｓ
８．４４６

（０．１５８）

８．５８８

（０．１５２）

控制变量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时间×地区效应 是 是

时间×行业效应 是 是

地区×行业效应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Ｎ ８１２０ ８１２０

Ｒ２ ０．７７９８ ０．７９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统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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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至此，本文实证证明

了中国联防联控试点政策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３．２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结果

的稳健性，本文选择替换代理变量以及排除具体政策干扰

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５。前文中用企业员工总数衡

量企业生产规模，现用企业总资产替代员工数量进行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后结果与表３保

持一致，这说明替换变量不会影响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２０１１年，国家对江苏、安徽、山西、上海、河北、山东、内

蒙古、云南、广西、广东、辽宁和天津１２个省（市、区）加大

了排污费征收力度，为了排除该项政策的影响，剔除样本

中隶属于这些省份的企业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回

归结果与表３保持一致，说明联防联控政策扩大企业生产

规模这一研究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为了进一步排除回归结果由地级市－行业－年份层面

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本文选择随机分配试点地区

的方法对表３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２０］。

在进行５００次随机抽样的基础上利用新样本进行模型（２）

回归，并进一步绘制了５００个估计系数的分布及其相关的Ｐ

值，随机分配后回归估计结果见图１。图１的左边为未加任

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右边为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的

估计结果，结果均显示核密度曲线的峰值出现在估计系数

为零的地方，且大多数估计系数的Ｐ值大于０．１。进一步在

图中添加表３中第（１）列和第（２）列的估计系数值，发现该

值在本次安慰剂检验中属于异常值。总之，区域联防联控

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效应不太可能由地级

市－行业－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驱动。

３．３　异质性分析

将从企业所有制、企业大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公布的划分标

准：工业行业营业收入（单位：万元）Ｙ≥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Ｙ＜

４００００、３００≤Ｙ＜２０００、Ｙ＜３００分别为大、中、小和微型企

业）以及行业属性方面对联防联控政策影响企业生产规模

的异质性进行讨论，研究联防联控政策下不同性质、不同

大小和不同行业特征的企业行为是否有所不同。

由于本文统计资料显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个数比

较少，故不讨论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异质性问题。表６显示

子样本回归结果总体保持稳健，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中联防联控政策的规模效应相对要小，大型企业中联

防联控的规模效应小于中型企业。上述异质性效应可归

因于以下方面：国有企业被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实

际控股，在资源利用以及财政支持等方面的竞争力大于非

国有企业，因此在面临联防联控等外部规制或成本压力的

刺激时都不是很敏感。相反，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企和外

资企业）亏损或盈利都由企业自身承担，在面临同样的外

部规制或成本压力时要素仍可以实现自由流动，资源优化

配置效应会更高，则更期望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外

部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联防联

控政策的规模效应更加明显。从企业大小的角度进行考

量，联防联控政策更有利于中型企业的扩建。原因在于：

大型企业受限于扩建的空间位置，在面临污染减排的外部

性政策时基本依靠维持现有规模弥补外部性成本，而中型

企业则可以通过雇佣更多的员工进行污染减排设施处理，

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收益。

　　本文将ＳＯ２行业细分为六大行业，即化学纤维制造

表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代理变量

（１） （２）

排除政策干扰

（３） （４）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０．１５７

（０．０４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４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７）

０．２６４

（０．０６０）

＿ｃｏｎｓ
２．７６４

（０．０３６）

２．７８８

（０．０４５）

７．５６２

（０．０５３）

７．６２３

（０．０８４）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２２０ ３２２０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Ｒ２ ０．４３８４ ０．４８６０ ０．０３８８ ０．２４１３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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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结果发现化学纤维制造业的政策规模效应最明显，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种行业间的异质性特征可能是因为：在当前环境规制愈发

严格的形势下，政策带给企业的技术效应可能要大于该企

业在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应，那么通过技术要素投入降低

单位污染排放量的激励就越强。严格的环境规制导致部

分企业难以达到环境要求而被迫退出市场，留存企业则会

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

力。但是，不同的行业污染减排措施不同，技术投入有所

差异，再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则表现出不同的企业生产

规模扩张效应。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以

２０１３年区域联防联控政策为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基础

识别框架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区域联防联

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政策有

效性检验结果表明，区域联防联控政策降低了工业ＳＯ２排

放，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和环境的双

赢。②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

均证明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

规模，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

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效应不太可能由地级市 －行业 －年

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驱动。③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

图１　安慰剂检验
　　注：Ｘ轴表示来自５００个随机分配的的估计系数。曲线是估计的核密度分布，点是相关的Ｐ值。垂直线是表３中第（１）列和第（２）列的真

实估计。

表６　企业所有制和大小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企业所有制

国有（１） 非国有（２）

企业大小

大型企业（３） 中型企业（４）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７）

０．２９３

（０．０６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５７５

（０．１８５）

＿ｃｏｎｓ
７．９８５

（０．０６９）

７．２８８

（０．０８３）

７．６７８

（０．０６６）

６．７３８

（０．１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９６０ １２６０ ２８１５ ３８７

Ｒ２ ０．２０４２ ０．２８７４ ０．３３２５ ０．１７７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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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大小以及行业属性的企业对联防联控政策的冲击

存在明显的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１）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呈明显的区域性特点，需要充

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区

域联防联控政策不仅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实现了

经济和环境的双赢，还为其他地区环境治理提供了可操作

的借鉴思路。目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还存在碎片化现象，

大气污染独有的空间扩散特征需要系统化和整体化治理，

才会达到“１＋１＞２”的减排效果。

（２）合理引导企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根据研究

结果可知区域协同治理的环境政策是企业生产规模变动

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绿色金融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绿

色信贷的环境效益较为显著。环境权益市场的不断推广

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融资平台，企业更愿意借助市场手

段参与环境治理，不断开发绿色金融重点支持产业和吸引

包括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在内的绿色资源。

（３）联防联控政策的制定需统筹考虑企业异质性。研

究结果显示区域联防联控政策的企业生产规模扩张效应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大小和不同行业属性之间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说明区域协同治理在提高企业劳动力生产率

的同时可能不能很好地兼顾公平问题。因此，联防联控政

策的实施需要考虑企业的异质性问题，政府在制定企业营

商环境政策时，更多的优惠政策应适当的向非国有企业和

中型企业倾斜。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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