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2年第 1期

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
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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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 2007年 -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

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

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

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

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

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

“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

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

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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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统计，1978年中国人均 GDP为 308美元（按 2010年不变美元计算）增长至 2018年约 7800美元，
增长速度约 26倍。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余年间，中国人均 GDP以 25倍以
上的速度持续增长，淤但随之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尤其是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高污染-
高能耗-高排放”问题，[1]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存在一定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发

展报告分析，2017年中国工业部门贡献了超过 40%
的 GDP，但同时也造成三分之二以上的整体环境污
染。[2]面对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国家发
展改革委与科技部已于 2019年联合印发《关于构
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强

调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

绿色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应用和产业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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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出台新版《节能减排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10号），以期
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更好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

提升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能力。因此，作为中国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战略路径，如何通过政府

环境补贴激发企业研发动力，释放创新活力并形成

经济发展驱动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关

键性问题，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上，环境补贴可以补偿企业由于研发外部

性造成的创新收益损失，实现技术研发的外部效应

内部化，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与研发投入。[3]

但在实际运行中，环境补贴作为一项政府干预手

段，其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行为策略

和政府的监管力度。[4]背后的逻辑是：一方面，由于
微观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对是否获得环境补贴以

及获得多少补贴的“敏感程度”表现不一，环境补贴

的绿色创新效应发挥将受到企业创新的内生差异影

响。[5]另一方面，环境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的
投资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风险，对企业的环保投入

形成正向冲击。尤其在环境政策的外生约束下，企业

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只有寻求高效的绿色生产

方式，才能权衡好生产成本与收益间的矛盾。

既有研究针对政府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

系，主要围绕税收优惠激励企业研发 [6-8]、财政直接
投资创新项目 [9]与环境规制促进技术革新[10-11]等方
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然而，企业创新与企业

绿色创新的概念有所区别，绿色创新更多的是指企

业为环境保护而进行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部分文

献也重点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石光等（2016）[4]以 2001年-2010年地级市数据，采
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脱硫补贴政策对企业 SO2排放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脱硫补贴政策通过

提升企业投资和使用脱硫设施的积极性，进而降低

企业 SO2 的排放；Bai 等（2018）[12]研究以火电厂为
例，基于 Slacks测度与 Tobit模型分析政府为能源
密集型企业注入的大量环境补助能否提升绿色生

产效率，结果证实 2010年-2013年间政府环境补贴

限制了绿色效率的提升，至 2015年才开始出现明
显的逆转趋势。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13]以中国 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检验排污收费和

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企

业对政府的迎合或寻租行为扭曲了环保补助的最

优配置，导致环保补助“挤出”企业原本用于绿色创

新的资金。尽管上述文献对分析环境补贴与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对微观企业主体

的行为刻画仍存在一定缺陷。一是以地市级层面或

特殊污染行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仅仅体现了地区

或行业的平均化现象；二是将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直接量化为绿色生产效率，导致企业绿色创新掺杂

着生产产出的部分[14]。上述两类研究均无法客观反
映微观企业主体的真实创新行为。更为重要的是，

上述文献未考虑被授予环境补贴的企业存在自选

择偏误问题。由于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往

往那些出口企业、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更容易

获得政府补贴，甚至在发放补贴过程中，地方政府

更多地以满足自利偏好而进行选择性发放[15]。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

取制造业、采矿业和能源行业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

环境补贴与企业自身绿色创新投资等相关数据，采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准确识别环境补贴对企业
绿色创新投资的因果效应。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

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从研究视角出

发，本文研究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提升绿色创新

的积极性，不仅丰富有关政府补贴等政策实施效果

的文献，还从企业研发投入的角度出发，更微观地

考察政府补助资金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最

终加深了我们对环境补贴引导企业主动践行绿色

生产方式的理解。第二，从数据与研究方法而言，本

文选取重污染企业聚集的制造业、采矿业和能源行

业上市公司数据，克服地市级层面或特殊污染行业

数据对刻画企业研发行为的平均化和局部化问题。

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准确识别出环境补贴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较好地解决了环境补贴自

选择问题带来的系统性偏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

实证分析思路。第三，本文区分微观企业内生的创

50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2年第 1期

新动机与创新禀赋差异，重点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绿

色创新行为进行了刻画与反映，这有助于分析宏观

政策对微观主体间的传导机制，还为现阶段政府如

何完善环境补贴制度，进一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

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境污染与技术研发之间的双重外溢性，导致

企业缺乏绿色创新的动力。一方面，企业排污行为的

负外部性，对本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

还会通过空间外溢的方式将污染物“转嫁”或“殃及”

到周边地区。这种不利影响的责任承担者并不直接

是排污企业，而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一方或多方主

体。久而久之，污染治理的权责缺失导致企业只顾及

自身经济利益而忽视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16-17]。另一
方面，企业除了自身研发投入所形成的技术外，还可

以无偿使用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溢出知识[18]，致使企
业更多地愿意“投机取巧”，而非实质性创新。再者，

市场资源配置失灵导致企业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

率 [19-20]，给企业自发的创新性活动带来了较大风险，

因而企业更加缺乏主动创新的积极性[21-22]。为了弥补
双重外部性导致的企业研发乏力问题，地方政府普

遍运用一系列政策，使企业研发投入更接近社会最

优均衡状态[23]，进而鼓励企业增加创新研发投入。其
中，最为直接的是政府环境补贴政策。

诸多研究针对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技术研发

的影响分析做了较为丰富的论证。相较于政府补

贴，政府环境补贴更加关注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目标，以选择性地补贴方式向微观企业免费提供一

定数额的转移支付。由于政府环境补贴的目标明

确，与一般性补贴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存在差异[24]。
Shepherd和 Patzelt（2011）[25]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提
供选择性的补贴能降低寻租和低效投资之类的问

题，更加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技术研发绩效。Wang等
（2017）[26]以博弈论的分析范式，比较了专项与一般
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各类补

贴均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具有针对性的政府

环境补贴对降低研发风险更加有效。在资金支持方

面，Amezcua等（2013）[27]研究发现，环境补贴不仅能
够补充企业自身所缺乏的研发资金，也能弥补企业

因绿色技术研发所造成的部分产值损失，并这种资

金支持效应对资金匮乏的初创公司表现得尤为明

显。在风险规避方面，环境补贴降低了企业的边际

成本和不确定性、有效分散了企业创新活动的风

险。此外，环境补贴还能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树立

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榜样形象，进而有利于企业

更易获取创新效率提升所需的资源。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环境补贴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逻辑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

绿色创新行为将受到环境污染与技术研发的双重

外溢影响，且“高成本-低收益”绿色研发有损企业
的利润提升，最终导致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政府为

解决这一市场失灵问题，通过环境补贴的方式给予

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提升其研发风险规避能力，

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结合逻辑分析，我

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环境补贴是企业绿色创新增加的主要推
动力，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

（二）基于企业创新动机与创新禀赋的环境补

贴绿色创新效应考察

环境补贴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发挥，

离不开企业创新的内生行为动机，政府补贴的注入

会使不同企业出现差异化的行为反映。从信号传递

的角度分析，部分企业积极主动地进行绿色创新是

为了向外界传递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号，以期获得社

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从企业的自身禀赋来看，资

金条件是约束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而环境补

贴不仅能弥补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更好地

规避了创新风险，进而激发了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

性。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环

境保护责任，绿色创新的“利他”动机更强[28]。并且国
有企业承担着支柱型产业的发展重任，其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中承担着其他经济主体无法替代的角

色[29]。因此，获得环境补贴的国有企业更容易投入到
绿色创新的研发工作，以期实现环境政策性目标且

51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2年第 1期

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与此同时，已有研究也发现

创新能力较高的企业具有“仁义礼智”等企业文化，

通过影响企业高管的社会责任感，进而影响绿色创

新战略的实施[30]。当然，这部分企业在研发资源禀
赋、研发规模、技术积淀与人才团队等方面也具有

较强优势，可以为后续的技术研发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因此环境补贴对激发企业释放创新活力起到

了催化剂的作用。

除此之外，研发资金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物质

基础。诸多研究发现，由于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大量

稳定的资金投入，企业资金约束确实会抑制其创新

活动的发生概率[31-33]。首先，规模较小的企业不具有
大企业在资源禀赋、规模经济、风险分担和融资渠道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无法提供

基本的资金保障；其次，重污染企业由于污染治理的

压力和成本较大，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使用绿色创

新技术以符合环保生产的标准[34-35]，导致这部分企业
在绿色创新方面所需的资金规模较大。蔡庆丰等[36]发
现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有限，外部金融资源将是企业

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然而外部投资者考虑到绿色

创新投入除了具有高风险性外，很难像其他创新活

动一样使企业直接获得高回报率[37]，导致企业为了
绿色创新而进行的外部融资将更加困难。因此，政府

的环境补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发资金短缺且融资

约束较高的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为这

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提供了有利帮助。综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利用环境补贴进行
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存在内生差异影响。环境补贴的

制度激励效应更容易体现在：社会责任和创新能力

强的企业（创新动机强的企业）以及资金成本和融

资约束高的企业（创新禀赋低的企业）。①

（三）环保法规约束对企业利用环境补贴进行

绿色创新的影响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微观企业，其创新行为动机

较为复杂。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7]研究发现，企业
往往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申请数的“数量”而忽视

“质量”的创新，“粉饰”自身创新能力和条件，以寻

求更多的政府扶持。甚至一些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

会变相操纵研发投入来获得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

一系列政策优惠[38]。可见，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
对称，导致环境补贴的实际执行效果会部分偏离政

策实施意图。尤其是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企业

很可能将环境补贴用于与绿色创新无关的生产活动

中，满足其经济收益[39]。因此，诸如新《环保法》这类
严格的环境规制，形成的公众监督和污染处罚机

制，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污染成本，“倒逼”企业进

行绿色创新[40]。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发假设 3：
假设 3：新《环保法》作为一项严格的环境规制，对

被补贴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描述

（一）识别模型

为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因果

效应，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通过匹配获得

环境补贴和未获得环境补贴的企业，在控制环境补

贴自选择效应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和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借鉴 Heckman等（1997）[41]

研究，采用环境补贴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ATT）来估计环境补
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潜在结果框架下，平

均处理效应表示为：

ATT=E(Y 1|Treat=1)-E(Y 0 |Treat=1)=E(Y 1-Y 0|Treat=0)
（1）

其中，Y 1为获得政府环境补贴企业的绿色创新投
入水平，Y 0为未获得政府环境补贴企业的绿色创新投
入水平。企业在当年享有政府环境补贴时 Treat=1，否则
Treat=0。对于同一家企业，由于潜在结果 E(Y 0|Treat=1)无
法观测，因而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估计。

但考虑到环境补贴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对潜

在结果产生干扰，只有找到一组代表区域特征的协

变量，以此为基础将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系统性

差异消除，才能使之满足条件独立假设（CIA）。对
淤本文分析的创新禀赋主要为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初始禀赋，因此创
新禀赋高低的划分标准主要为企业能用于研发创新的资金是否足够
多或是否容易筹集资金。若企业资金匮乏或融资约束高，本文就将其
归为创新禀赋低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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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创新投入 6.51 201.13 0.00 17600.00

绿色创新强度 0.0014 0.03 0.00 1.00

企业规模 21.79 1.30 13.08 28.51

外企 0.03 0.18 0.00 1.00

其他 0.01 0.10 0.00 1.00

私企 0.56 0.50 0.00 1.00

国企 0.40 0.49 0.00 1.00

专利授予情况 43.94 229.67 0.00 13394.00

是否重污染行业 0.56 0.50 0.00 1.00

融资约束 0.01 0.13 -2.45 14.79

此，本文的思路是：从未获得补贴的企业中，为每家

获得环境补贴的企业寻找到与之特征相似的企业

进行匹配，使之除了在环境补贴方面的不同之外，

其他特征（协变量）均类似。鉴于协变量维度过高带

来的匹配困难，使用构造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匹

配方法依赖于共同区间假设：

P(X)=Pr(Treat=1|X)<1 （2）
在倾向得分 P(X)的基础上，系统性偏误得以消

除，最终形成一组控制组。这一控制组在政府环境

补贴前，未获得补贴的企业尽可能与获得补贴企业

在经济特征形态等方面相似，使得被补贴企业和未

被补贴企业可以直接进行比较。

（二）数据描述

本文以制造业、采矿业与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

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07年-2017
年，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其中，环境
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等相关数据根据财务报

表明细手工整理得到。具体而言，环境补贴是基于

政府补助明细项目中“环保”“污水”“废气”，“废弃”

与“污染”等关键词查找而得。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也

以同样思路，根据企业报表中研发支出明细整理得

到。在剔除金融行业、ST企业和主要数据缺失的样
本后，最终研究样本为 18277个。
环境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是本文的核心

变量。其中，企业是否获得政府环境补贴是本文的

处理变量。如果政府环境补贴金额大于 0，就将企业
视为获得政府环境补贴的企业，Treat=1；反之，Treat=0。

企业绿色创新投入是本文的结果变量，分别从绝对

量和相对量两个方面度量。前者主要采用绿色创新

投入的自然对数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为：绿色创新

投入=ln（绿色研发支出+1）；后者是绿色创新强度，
由绿色创新投入除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计算而得。

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与相关经验研究，本文选

取以下变量作为协变量。（1）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
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有助于企业克服研发固

定成本障碍，缓解研发资金约束。更重要的是，企业

规模能够影响企业获得政府公共资金资助的可能

性[42]。（2）企业所有权性质。这是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和
获得政府补贴可能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所

有权不同的企业在治理结构和投资偏好方面存在差

异；另一方面，政府在公共补贴资金分配上对不同所

有权性质企业的态度也存在差别。基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本文将企业分为国有、民营、外资和其他等四

种类型。（3）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发
现企业的专利与政府研发补贴分配密切相关[43]。并且
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研发投入的初始禀赋，能力越强

的企业越有可能将资金更多的投入研发，也更有可

能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因此本文用企业专利数量来

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4）行业性质。通常情况下，不
同行业所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同，补贴程度也存

在差异。根据本文关注点，按污染程度高低分为高污

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此外，考虑到资金约束对企业

的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利息水平占债务

的比重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融资约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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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描述了样本企业的绿色创新和基本信息
方面的指标。从企业的绿色创新来看，样本企业

的绿色创新投入平均额为 65146元，平均创新强
度为 0.0014。另外，通过进一步细分样本发现，共
有 3639家企业获得了政府环境补贴，这些企业平
均环境补贴额度为 4254759元，平均绿色创新投
入额为 98784 元；另外 14638 家企业没有受到
政府的环境补贴，其平均绿色创新投入额为

56786元。

四、基准回归分析

（一）匹配结果分析

表 2显示了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协变
量的对比。结果显示，对大部分协变量而言，处理组

（获得补贴）和控制组（未获得补贴）之间的差异较

大且显著。这表明绿色创新投入在处理组与控制组

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补贴，也可能由

自选择或无法观察到的异质性所导致。

表 2 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比较

变量
均值 均值差异 t检验

获得补贴 未获得补贴 t值 p>t

企业规模 22.271 21.667 25.450 0.000

外企 0.018 0.036 -5.560 0.000

其他 0.010 0.011 -0.550 0.583

私企 0.447 0.588 -15.440 0.000

国企 0.525 0.364 17.860 0.000

专利授予情况 29.377 46.276 -3.990 0.000

是否重污染行业 0.778 0.514 29.270 0.000

融资约束 0.019 0.007 9.160 0.000

为此，本文使用 logit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所
使用的回归变量包括上文中提到的协变量，以及平

方项和交互项用来捕获可能的非线性效应并增强

平衡匹配结果的准确性。表 3报告了倾向得分估计
结果。其中，第 1列呈现了匹配前企业规模等因素
对企业是否获得环境补贴的影响。结果表明，本文

所选的影响因素大部分均在 1%或 5%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且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显著促进企业获

得环境补贴的可能性，但是属于污染行业、融资约

束受限的企业与外资企业均不利于获得环境补贴。

上述结果证实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和创新能力等

因素是影响企业是否获得政府环境补贴的关键因

素。相应的，第 2列为匹配后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企
业是否获得环境补贴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匹配

成果后的协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匹

配使得协变量等混杂因素无法影响企业获得政府

环境补贴，为准确识别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因果效应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进一步比较第 1列与
第 2列的伪 R2（Pseudo R2）大小。①结果正如本文所

预测的那样，伪 R2由匹配前的 0.0933下降到匹配
后的 0.0003，表明匹配成功。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合理性建立在共同支撑假设

和平衡性条件的基础之上。为确保估计结果的可信

性和稳定性，本文逐一通过共同区间假设和匹配平

衡测试验证匹配质量。首先，图 1呈现了匹配前后的
倾向得分分布情况。匹配前（左图），处理组和对照组

样本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而匹配后

（右图），两组样本之间核密度分布较为一致，且共同

支撑区域较大，因而满足共同区间假设的要求。

其次，表 4进一步报告了根据 1颐1最近邻匹配
（NNM）进行替换后的匹配结果。与表 2结果相比，
t检验统计值与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相应
p值均表明协变量在匹配样本中无显著差异。另外，
用于评估协变量边际分布距离的平均标准化偏差

淤Pseudo R2表示解释变量对模型的解释程度，在匹配样本中，解释
变量的系统性差异消除了，因而伪 R2应当出现明显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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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对比

（MSB）指标显示，匹配前大部分协变量的 MSB值大
于 5豫，但匹配后该值均小于 5%。说明匹配过程平
衡了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可观测变量的分布。综上

所述，上述检验表明本文使用的匹配方法合理，保

证了文章结果的可靠性。

（二）基准模型结果

在匹配样本满足上述假设后，主要通过式（1）
检验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投入对数与创新强度的

影响，以期回答环境补贴是否引致了企业绿色创新

投入及其影响程度大小。

表 5报告了政府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投入的
ATT结果。首先，窗格 A第 1列给出环境补贴对绿
色创新投入的 1颐1最邻近匹配结果。结果表明获得
环境补贴的企业，绿色创新投入规模提升了 8.58%，
考虑到样本中受补助企业平均绿色创新投入额为

98784元，意味着环境补贴显著增加企业绿色创新
投入约为 8476元。第 2-8列分别使用其他匹配方
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第 2-3列分别是 1颐3
和 1颐5最邻近匹配的结果，第 4-8列依次使用逆加
权概率法（IPW）、逆加权概率回归调整法（IPWRA）、
回归调整法（RA）、Kernel核匹配和半径匹配方法
进行检验，上述结果充分证实环境补贴促进企业

增加绿色创新投入的结果稳健，并且两者间的促

进效应主要位于 13.53%-14.83%之间。其次，窗
格 B 给出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强度的估计。1颐1
最邻近匹配的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补贴将企业绿色

创新强度提升了 0.0014个单位。由于样本受补助
企业平均绿色研发强度 0.0027，可知，环境补贴将
绿色创新强度提升了 51.85%。①同样的，基于其他
估计方法的结果依旧稳健。因此，上述结果均支

持环境补贴促进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并且大

幅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强度。假设 1得到充分
验证。

表 3 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获得政府环境补贴

匹配前（1） 匹配后（2）

企业规模
4.0033***

（0.4558）

0.1821

（0.5535）

外资
-0.5079**

（0.2315）

-0.0241

（0.2927）

民营
0.0476

（0.1902）

0.0028

（0.2371）

国企
0.3020

（0.1903）

-0.0534

（0.2367）

创新能力
0.0108**

（0.0043）

-0.0063

（0.0066）

是否污染行业
-2.3604**

（0.9384）

0.2723

（1.2505）

融资约束
-27.3046***

（9.9386）

1.4675

（11.1463）

常数项
-49.0477***

（5.0300）

-2.1219

（6.1411）

N 18049 7200

Pseudo R2 0.0933 0.0003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

号中为经过 White异方差修正标准误（下同）；其他控制变量

还包括企业规模的平方项，企业规模与融资约束、污染行业

哑变量、创新水平的交互项；企业所有权性质哑变量参照组

为“其他”。

淤该数值计算公式为：研发强度系数 0.0014/受补助企业平均绿色研发强度 0.0027=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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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框架下，一个可能

的担忧来自于企业在研发竞争中产生的溢出效应。

具体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绿色研发投资行为相互影

响，进而对 PSM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造成偏误。因此，
本文进一步讨论因企业间行为策略互动所产生的

溢出效应，是否对研究结果构成威胁。本文将估计

框架调整为线性回归模型，即从一般均衡意义上检

验了 PSM的平均处理效应（ATE，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Innovateit=a+b1Competitorit+b2Subsidyit+X it忆d+ui+eit

（3）
其中，i表示企业，t是年份；如前述分析一致，被

解释变量 Innovate it表示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与绿色

创新强度；Competitorit是竞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

我们通过引入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绿色研发投资支出

作为企业间策略互动的代理变量，达到检验企业间

是否存在策略互动的目的；Subsidyit为环境补贴变

量，主要通过企业是否获得政府环境补贴以及企业

获得政府环境补贴金额的对数予以反映。此外，X it是

一系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

业规模、创新程度和融资约束程度以及相关的平方

项和交互项。ui为企业固定效应，eit是随机误差项。

表 6报告了基于式（3）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的
ATE效应结果。其中，第（1）列是以绿色创新投入为
被解释变量，加入竞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和是否

获得环境补贴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竞

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是否获得环境补贴变量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为正。第（2）列将是否获得环境补贴更换为环
境补贴对数的解释变量后，竞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

入变量的系数依然不显著，环境补贴对数的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具体而言，环境补贴每增
加 1个百分点，绿色创新投入将增加 0.68个百分
点。该结果证实线性回归结果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表 4 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比较

变量
均值 均值差异 t检验 MBS（%）

补贴 未补贴 t值 p>t 匹配前 匹配后

企业规模 22.271 22.271 -0.010 0.991 47.800 0.000

是否重污染行业 0.778 0.774 0.400 0.692 57.400 0.800

专利授予情况 29.377 28.728 0.370 0.715 -9.100 0.300

融资约束 0.019 0.018 0.370 0.712 19.400 0.400

外企 0.018 0.018 0.000 1.000 -11.300 0.000

其他 0.010 0.010 0.120 0.906 -1.000 0.300

私企 0.447 0.436 0.900 0.367 -28.700 2.100

国企 0.525 0.536 -0.920 0.357 32.900 -2.200

表 5 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投入的 ATT
（1） （2） （3） （4） （5） （6） （7） （8）

NNM1 NNM3 NNM5 IPW IPWRA RA Kernel Radius

窗格 A：绿色创新投入

ATT 0.0858* 0.1381*** 0.1399*** 0.1401*** 0.1401*** 0.1353*** 0.1375*** 0.1483***

标准误 （0.0463） （0.0365） （0.0351） （0.0340） （0.0340） （0.0342） （0.0347） （0.0351）

N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窗格 B：绿色创新强度

ATT 0.0014* 0.0015** 0.0016** 0.0016** 0.0016** 0.0015** 0.0016*** 0.0017***

标准误 （0.0008） （0.0007） （0.0007）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N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1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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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非常一致，也支持企业不存在绿色创新投入

溢出效应的证据。说明在企业绿色创新研发过程

中，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

业的绿色创新投入行为都未受到其他竞争性企业

的投资干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绿

色创新投资存在正外部效应且投资期限长，不容易

像普通的产品创新投资那样存在同行溢出效应。以

本文样本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例，

2014年该行业共 182家上市公司，只有 6家进行了
绿色创新投资，占该行业企业总数的 3.3%，2017年
该比例下降至 2.6%。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进一步
以绿色创新强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从第（3）-
（4）列结果显示，不存在竞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
外溢性影响，环境补贴依旧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绿色

创新强度，再次证实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环境补贴激励效应的条件

分析

基准回归分析充分验证文中的第一个假设成

立，即环境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研发投入与

研发强度。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与严格的污染治理

背景下，环境补贴不只是单纯地增加企业资金，它

还在许多方面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选择[44]。那么，环
境补贴的作用机理分析更为关键的是理清补贴政

策如何激励微观企业的行为选择？以及企业是否会

在环保法规的强制约束下发生行为变化？该部分将

从“企业创新的内生差异影响”和“环保法规的外生

约束影响”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检验与分析。

（一）企业创新的内生差异影响

表 7报告了基于企业创新动机，分析环境补贴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ATT效应结果。依据前文分析，
国有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具备较高创新动力，

有利于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发挥。首先，本文

按所有制性质把企业分为四类：国企、民营、外资和

其他四组。结果表明，环境补贴有效促进了国企的

绿色创新投入，提高程度为 16.02%，对于其他所有
权类型的企业则效应不明显。本文试图从国企的资

源优势和社会偏好寻求解释：一方面，国有企业具

有优先获得研发资源的优势[45]，从而降低了在创新
研发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国企在追求利润目标

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目标 [46]，在
环境研发投资决策时更多服务于国家环保目标与

表 6 线性回归模型估计 ATE效应

变 量
绿色创新投入对数 绿色创新强度

（1） （2） （3） （4）

竞争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
-0.0029

（0.0033）

-0.0029

（0.0033）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是否环境补贴
0.0805**

（0.0409）

0.0014*

（0.0008）

环境补贴对数
0.0068**

（0.0032）

0.0001*

（0.0001）

企业规模
-0.0834

（0.3828）

-0.0712

（0.3823）

-0.0063

（0.0072）

-0.0061

（0.0072）

创新能力
0.0053

（0.0052）

0.0052

（0.005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融资约束
-13.1471

（9.1864）

-13.0017

（9.1663）

-0.0019

（0.1333）

-0.0000

（0.1331）

企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7200 7200 7200 7200

adj.R2 0.0333 0.0334 0.0021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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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ATT效应：基于企业创新动机

变量
绿色创新投入 绿色创新强度

ATT 标准误 N ATT 标准误 N

所有制性质

国企 0.1602*** -0.0525 7145 0.0012 -0.0011 7145

民营 0.102 -0.0657 10111 0.0011 -0.0009 10111

外资 0.21 -0.2082 592 0.0154 -0.0153 592

其他 -0.4373 -0.4389 201 -0.0117 -0.0116 201

创新能力

低 0.1537*** -0.0493 6788 0.0018** -0.0008 6788

中 0.1550** -0.0622 5482 0.0016** -0.0008 5482

高 0.2032** -0.0883 5779 0.0029* -0.0015 5779

社会公共利益。其次，本文还估计了不同创新能力

的企业接受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根据专利申

请数量依次将企业创新能力分为低中高三组。结果

表明，创新能力越高的企业，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

投入的带动效应越大。其中，创新能力在中低水平

的企业提升效应相近，绿色创新投入的增加分别为

15.4%和 15.6%，创新强度分别提升了 67%和 59%，
然而高创新能力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增长 20.32%，

创新强度提升了 1.07倍，明显高于创新能力中低组
企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专利数量标志着企业将

创新投入转化为有价值的新知识能力[47]，充分体现
了企业自身的创新实力。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更有

利于降低研发失败的风险和投资的不确定回报等

问题的发生概率，因而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绿色创新

投入回报越高。最终促使其在接受同等政府环境补

贴的条件下，创新投入与强度也相应更高。

表 8报告了基于企业创新禀赋，分析环境补贴
对绿色创新投入的 ATT效应结果。首先，本文根据
销售额将企业等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与大规模企

业三组，分别考察了不同规模的被补贴企业对绿色

创新行为的反映。结果发现，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

效应对于小规模企业最为明显，接受补贴的小规模

企业显著增加了 29.62%的绿色创新投入，研发强度
提升 2倍。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观点一致，环境补
贴可以弥补企业研发投资的启动成本，因此小规模

企业对于政府提供的环境补贴更加敏感。进一步分

析企业所在行业污染程度对环境补贴效应的行为

差异，结果发现，高污染行业的企业对环境补贴促

进绿色创新投入的效应更高，这可能与高污染行业

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有关，这类企业不得不以绿

色创新技术缓解严格的环境规制惩罚。然而，可以

发现回归结果中低污染行业企业在绿色创新强度

方面的效应更高。这一结果的解释应从绿色创新强

度的测算公式入手，指标计算的分子为绿色创新投

入，分母是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由于高污染行业企

业的分母部分数值较大，因而拉低了绿色创新的占

比。反之，低污染行业企业中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总额较小，较小的绿色创新投入增幅都会导致绿色

创新强度增加。最后，本文还根据同行业企业的利

息负担水平高低，把企业等分为高、中和低融资约

束三组，重点讨论融资约束对被补贴企业绿色创新

效应发挥的影响。表 8的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水平中
高的两个组别，环境补贴对绿色创新投入提升的影

响显著且分别为 18.9%和 16.8%，其中对融资约束
中等企业的绿色创新强度有所提升。上述结果表

明，环境补贴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

业。由此可见，环境补贴可以减轻融资约束中高企

业的研发资金负担，特别是对于融资约束水平中等

的企业而言，环境补贴对流动性缓解效应最明显。

而融资约束水平较高的企业，即使接受了环境补

贴，其过高的融资约束也得不到明显缓解，因而影

响其绿色创新强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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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证结果不仅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
成立，还给予了两方面启示：一是环境补贴的制度

效应发挥需要与企业内部的创新行为动机协同配

合，缺失企业的创新动机将无法真正发挥环境补贴

的绿色创新效应。其中，对于社会责任重的国有企

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而言，环境补贴对其绿色创

新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二是环境补贴作

为一种资金补充，可以为创新要素贫瘠的企业缓解

资金短缺和创新风险等问题。其中，对于规模小、任

务重以及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而言，环境补贴对其绿

色创新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激励作用。

（二）环保法规的外生约束影响

根据前文分析，2015年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企
业绿色研发有着深远的影响。新《环保法》所规范的

监督与处罚机制充分强化了企业的污染排放约束，

由此增加企业遵从环境法规的成本，客观上提高企

业绿色创新的紧迫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环

保法规是否对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存在外生

约束的影响。具体将式（3）中的变量删除后进行回
归检验，并依据新《环保法》实施的年份把样本分

为 2015年之前与 2015年之后两组进行时间异质
性分析。

表 9报告了基于新《环保法》的实施，分析环境
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 ATE效应的实证结果。
其中，窗格 A是以绿色创新投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
归结果。从全样本看，第（1）列与第（2）列的结果显
示，是否获得环境补贴与环境补贴对数的系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
绿色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从新环保法实施前后

的样本看，第（3）列中是否获得环境补贴和环境补
贴对数的系数分别显著为 0.0733和 0.0053，进一步
比较新《环保法》实施后的系数变化发现，第（5）列
中两者系数显著为 0.1695、0.0145。可以看出，环境
法规的强化对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①更换被解释变量为环境研发投资强

度（窗格 B）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即环境补贴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新《环保法》实

施之后。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新《环保法》的实施让

企业预期到严格的环境法规将迫使其持续投入大

量的环境治理支出。为了从长远利益上降低环境法

规的遵从成本，企业只能将环境补贴用于研发工业

废水废气处理装置、淘汰高污染生产设备以提升自

身的绿色创新能力。

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考虑到与企业绿色创新投

入密切相关的减排支出问题。由于环境补贴在促进

企业绿色创新研发同时，产生的污染治理规模效应

降低了企业的减排成本，进而间接增加减排支出规

模。因此，本文通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减排

表 8 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 ATT效应：基于企业创新禀赋

变量
绿色创新投入 绿色创新强度

ATT 标准误 N ATT 标准误 N

企业规模

小 0.2962*** -0.0822 6032 0.0054*** -0.0021 6032

中 -0.0474 -0.0657 6037 -0.0023 -0.0016 6037

大 0.2273*** -0.0578 5980 0.0021** -0.001 5980

是否污染行业
低 0.1267*** -0.0454 10228 0.0022*** -0.0008 10228

高 0.1441* -0.0829 7821 0.0009* -0.0004 7821

融资约束

低 -0.0007 -0.0638 6035 0.0004 -0.0012 6035

中 0.1895*** -0.0657 6019 0.0021* -0.0011 6019

高 0.1678** -0.0715 5995 0.0015 -0.0011 5996

淤尽管本文研究样本主要考察了新《环保法》实施后的 2年，但是环
境保护领域的法律约束效应足以在短期冲击中得以体现。原因是相
较于其他环保政策的渐进改革，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保行为的
法律约束更加直接，并且王晓祺等（2020）[47]研究也发现新《环保
法》实施后 1-2年内，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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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 ATE效应：基于新《环保法》的实施

变 量
全样本 新环保法实施前 新环保法实施后

（1） （2） （3） （4） （5） （6）

窗格 A：环境研发投资对数

是否环境补贴
0.0915**

（0.0386）

0.0733*

（0.0381）

0.1695**

（0.0742）

环境补贴对数
0.0072**

（0.0030）

0.0053*

（0.0028）

0.0145**

（0.0060）

窗格 B：环境研发投资强度

是否环境补贴
0.0014**

（0.0007）

0.0008

（0.0006）

0.0028*

（0.0015）

环境补贴对数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2*

（0.0001）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200 7200 4280 4280 2920 2920

adj.R2 0.0062 0.0061 0.0063 0.0062 -0.0007 -0.0009

窗格 C：企业减排支出规模

是否环境补贴
0.8938***

（0.1314）

0.9798***

（0.1617）

1.1409***

（0.2165）

环境补贴对数
0.0730***

（0.0103）

0.0788***

（0.0124）

0.0962***

（0.0164）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200 7200 4280 4280 2919 2919

adj.R2 0.0680 0.0690 0.0509 0.0519 0.0756 0.0777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200 7200 4280 4280 2920 2920

adj.R2 0.0483 0.0484 0.1070 0.1069 0.0273 0.0277

支出规模，予以检验环境补贴对企业减排支出的影

响效应，结果呈现为表 9的窗格 C。结果显示环境补
贴显著增加企业减排支出规模，被补贴企业的减排

支出水平是未补贴企业的 0.89倍，具体而言，环境
补贴每增加 1%，企业减排支出显著增加 7.3%，印证
了环境补贴有效刺激企业扩大减排支出的事实。进

一步考察 2015年新《环保法》对上述关系的冲击。
对比第（3）列和第（5）列、第（4）列和第（6）列的变量
系数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同样有效提升环境

补贴对企业减排支出的刺激效应。这一结果意味着

该项环保法规的外生约束充分增强了微观企业的

环境治理意识，使得企业在绿色创新研发的过程中

配套节能减排支出的投入，最终实现“源头削减”与

“末端净化”相同步的企业污染治理工程建设。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收集 2007年-2017年中国 18277样本的
环境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估计了获得环境补贴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基于环境补贴的制度激励视

角，分析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

究发现：（1）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分别体现在绿色创新投入与强度两个方

面。并且该结果在线性回归检验中进一步得到证

实；（2）基于企业创新内生差异影响的检验结果，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发现：一是企业创新动机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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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利于环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发挥。即国有企

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环境补贴更多地发挥了

“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

积极性。二是对于创新禀赋贫瘠的企业而言，环境

补贴作为一种创新资金的补充，能更好地缓解企业

在创新过程中资金短缺和创新风险等问题。即环境

补贴对规模小、治理任务重以及融资约束强的企

业，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激励作用。（3）基于环保法
规外生约束影响的检验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对环

境补贴的绿色创新效应发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且这一影响既表现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中，还体

现在扩大减排支出规模上。

依据上述结论，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积

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适度加大政府环境
补贴力度。以扩大补贴规模的方式有效激发企业绿

色创新的积极性，并进一步通过企业的技术研发与

科技创新撬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优化
政府环境补贴对象。政府环境补贴在分配过程中应

避免“一刀切”的补助方式，需综合分析不同企业的

特征后给予企业差异化的环境补贴。这样能提升政

府环保支出效能的同时，更加针对性地治理环境污

染问题。（3）提升政府补贴与环境规制的政策协同
度。政府不仅要对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行严格监管，

还要适当给予一定的环境治理补贴，缓解企业环境

治理压力过大与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充分提高企

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

（4）加强政府环境补贴管理。现有的政府补贴政策
若不能形成“目标制定-资金下达-绩效监督-结果
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理性”的企业可能会将政

府下拨的补助资金用于满足经济利益而弱化绿色

创新。只有通过构建政府环境补贴管理机制，政府

才能依据反馈结果动态调整环境补贴的分配与管

理，严格约束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最终提升整体

绿色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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