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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产权性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制造业
上市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绿色

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也更高，且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更长；随着盈利动机增强，国有企业的绿

色技术创新意愿并没有显著提高；在节能减排压力大的地区，国有企业承担着更重的节能减排任务，驱使其

更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政府财力强的地区，国有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更充裕，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也

更高；随着ＧＤＰ增长压力增大，国有企业更容易形成短视行为，导致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下降。通过探讨产
权性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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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徐烁然和易明，

２０１８）［１］。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导致其主要依靠政府的政
策与制度驱动，而政策与制度驱动的绿色技术创新又会产生市场导向不足、创新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问

题（尤?等，２０１９）［２］。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２０１９年４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科技部又进一步具体发布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

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中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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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作

用，培育发展一批绿色技术创新龙头企业。作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主体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

分，国有企业必然是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力量。然而，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由于

所有者缺位、政府干预和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等原因，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内在激励与动力，并且存

在严重的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吴延兵，２００６；董晓庆等，２０１４；杜龙政等，２０１９）［３～５］。那么，是否意味着
国有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同样缺乏动力？进一步而言，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

为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此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产生了这种差异？这些是目

前学术界鲜有关注但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弄清楚不同产权企业绿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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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行为存在差异的具体作用机制，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识别不同产权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别及其原因，可以为培育绿色技术创新

主体的对象选择、项目支持和政策措施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二是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

业改革在关注其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即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

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叶静怡等，２０１９）［６］。倘若国有企业从事了更多正外部性更强的绿色技术创新，这
或许是解释国有企业创新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本文的研究涉及到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及其整体效率的评价。

二、文献评述、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评述

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都非常关注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理论上，现有文献主要形成了经理

人观、政治观和资源观三种不同观点。

经理人观认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或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其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无

法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激励（Ｌａｆｆｏｎｔ和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３）［７］。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实际决策人
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由政府任命，任期较短且薪酬相对固定，剩余索取权归国家所有。作为理性“经济

人”，经营者的价值取向通常是福利待遇和职务晋升，因而在生产经营决策中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投资

策略，追求业绩稳定和短期效益最大化（孙晓华和李明珊，２０１６）［８］１１１。创新活动本身又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经营者因规避风险和倾向于短期投资而不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此外，所有

者缺位现象严重和委托代理链过长等问题还会显著增加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其管理质量，进而

导致创新缺乏效率（李寿喜，２００７；Ｊｏｈｎ等，２００８；刘汉民等，２０１８）［９～１１］。
政治观认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或效率的原因是其生产经营活动会受政府的干预，并承担

更多的政策性任务（Ｂｏｕｂａｋｒｉ等，２０１３）［１２］。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政府会通过干预国有企业的经
营决策来实现稳定物价、扩大就业或促进经济增长等政治目标（孙晓华和李明珊，２０１６）［８］１１１。尤其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在稳定宏观经济等政府宏观调控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郭婧和马光荣，２０１９）［１３］。政府施加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任务会导致其目标政治化或非经济化，与利润
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悖，进而会扭曲其生产经营决策（杨继生和阳建辉，２０１５）［１４］。例
如，政治晋升锦标赛会驱使地方官员注重追求ＧＤＰ增速而产生短视行为，引致国有企业投资见效快的生
产项目，放弃风险较大、投资周期较长的技术创新项目（李后建和刘思亚，２０１５）［１５］。

资源观认为，企业是否愿意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否提供持续的创新

资源供给，而国有企业在获取创新资源方面相对于私有企业具有明显优势（李姝等，２０１８）［１６］。企业
的创新资源是有限的，通常无法拥有创新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必然要从外部寻求支持（Ｃｈｏｉ等，
２０１１）［１７］。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相对于私有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得更多的资金、人才、土地和技
术知识等创新资源（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００９；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１８～１９］。例如，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中国国有银
行贷款存在所有权性质歧视现象，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在贷款的数量、期限和利率等方面拥有更

优越的条件（谭劲松等，２０１２）［２０］。此外，国有企业更有机会承担或者参与实施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专项和重大项目，也更容易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进而可以获取更加优质的创新资源和最新研

究成果（Ｍｏｔｏｈａｓｈｉ和Ｙｕｎ，２００７）［２１］。
政治观和经理人观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或效率低于私有企业，而资源观则持相反观点。

这也意味着，国有产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或效率是“双刃剑”，既可能产生正面作用，也可能产生

负面作用。从经验证据看，仅有少数文献的结论支持前者（聂辉华等，２００８；解维敏等，２００９；李春涛和
宋敏，２０１０）［２２～２４］，而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支持后者（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３；李丹蒙和夏立军，２００８；陈林和朱
卫平，２０１１；白俊红，２０１１；吴延兵，２０１２；李文贵和余明桂，２０１５）［２５～３０］。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现有关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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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现有文献主要依据经理人观、政治观或资源观中的某一

观点来考察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没有文献将这三种观点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综

合考察。显而易见，影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一观点的分析可能有失偏

颇。从实证分析角度看，较多文献考察了产权性质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但鲜有文献分析产权性质对绿

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且尚未涉及作用机制检验。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较，绿色技术创新更具公

共价值属性，其私人回报率要显著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国有企业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解决私人收益

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的重要工具（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０）［３１］。因此，从绿色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和国有
企业的“公共性”一起来考究，国有企业有可能从事了更多无利可图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这也是本文

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的工作是对现有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文献的拓展。一方面，首次将经理人观、政治观

和资源观纳入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层面综合考察了国

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差异及其成因，深化了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理论研究。

另一方面，依照“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识别出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数据，在此基

础上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盈利动机、节能减排压

力、政府财力和 ＧＤＰ增长压力四个维度对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找出了国有企业与私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存在差异的真实原因，弥补了现有实证研究的缺失，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基础

由Ａｊｚｅｎ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是创新行为研究中主要借鉴的模型，它能极大地提高创新行为的解释
力（吕宁等，２０２１）［３２］。本研究应用该理论框架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进行比较分
析。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决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而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又由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变量共同决定，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愈正向，知觉行为控制愈强，绿色技术

创新意愿也会愈强（Ａｊｚｅｎ，２００２）［３３］。行为态度是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看法和偏好程度的评估，
主要依赖于对行为预期结果的正负向评价。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预期结果的正向评价越高，对绿色技术

创新行为的态度便会越积极。主观规范是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所受到的外部性约束或者激励，包

括感知到的社会压力、重要组织机构的影响等。由于具有双重外部性，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主要受主观规

范的影响，而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是最重要的主观规范（聂爱云和何小钢，２０１２）［３４］。知觉行为控制是企
业感知到执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难易程度。当企业认为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不可

控因素）愈少，则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会愈强（Ｆｏｎｔａｎａ等，２００６）［３５］。
（三）研究假设

根据经理人观，国有企业的公共产权属性会导致创新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不对称，作为实

际决策人的经营者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这点来看，相对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更具有通过创

新获取高额回报（例如“赢家效应”①）的内在动机，进而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但是与一般的

技术创新相比较，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更强的外部性，不仅存在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而且存在环境的

正外部性，即创新成果应用带来的环境福利改善会被其他社会主体免费分享。正是绿色技术创新具

有双重外部性，导致其相对于其他技术创新更具公共价值属性。这意味着，企业期望通过绿色技术创

新获得高额回报的可能性更小，面临的创新风险自然更大。因此，从行为态度来看，由于更具公共价

值属性和风险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基于内在的盈利动机都难以对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积

极的行为态度。

根据政治观，政策性任务更多由国有企业而非私有企业承担，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自

然更大。随着中国政绩考核体系中ＧＤＰ增速重要性的弱化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逐步强化，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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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赢家效应是指先进入市场（发布产品）的企业，其所占市场份额比后进入市场的企业明显要大。



逐步成为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政策性任务。由于与政府的天然关系，国有企业是节能减排情况的重

点监察对象和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重要分担者，且其经营者可能面临严厉的行政处分（问责、调换和

撤职等）而成为节能减排任务的坚决执行者，国有企业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必然比私有企业要大（Ｍａ
和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３６］。其实，作为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也逐步调整到
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非竞争性领域，本身在基础性、通用性

的绿色技术领域更具优势。因此，从主观规范来看，国有企业承担着政府更重的节能减排任务，面临

的节能减排压力更大，自身在绿色技术领域又具有一定优势，导致其更可能成为节能减排工作中开展

绿色技术创新的先行者。

根据资源观，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人才、土地和技术知识，创新资源更充

裕，更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通过政治关联，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家的法律和政

策支持，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中又拥有更多“优待”，进而可以大大减弱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

政策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Ｐｆｅｆｆｅｒ，１９７２）［３７］。国有企业通常拥有行政垄断地位，面临的竞争压力和生
存压力较小，更能承受绿色技术创新的高失败率与长期性。总之，从知觉行为控制看，国有企业拥有

更充足的创新资源，面临的创新风险也更低，本身抗风险能力又更强，感知到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难

度更低，因而对完成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自信程度会更高，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也就会更强烈。

综上，绿色技术创新更具公共价值属性，自身的盈利动机（资本逐利性）难以驱动企业对绿色技术

创新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在承担着更重的节能减排压力或任务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更强的主观规

范约束或激励，这也应是激发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主要因素；由于政治关联，国有企业拥有更充足

的创新资源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于私有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觉行为控制方面也更强。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相比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更愿意从事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假设２：基于内在的盈利动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无显著差别。
假设３：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任务越重，施加给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的压力会越大，国有企业的绿色

技术创新意愿会越强。

假设４：地方政府的财力越充裕，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国有企业的创新资源会越充裕，
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会越强。

此外，根据前文分析还提出：

假设５：地方政府ＧＤＰ增长压力越大，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更容易促使其形成短视行为，国有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会越弱。

三、样本与模型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商品流通、金融业、交通运输等非制造业通常很少涉及绿

色技术创新。为了更准确地识别出哪种所有权类型的企业更愿意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为了使数据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按
照以下步骤进行了样本选择：（１）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２）剔除出现 ＳＴ、ＳＴ等非正常状态的样
本；（３）剔除注册地点是西藏的样本。最终得到８６７３个观测值，其中国有上市企业样本为２７８６个。
本文所使用的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及分析服务平台，并借鉴齐绍洲等

（２０１８）［３８］１３２的方法，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制定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所列示的绿色
专利编码，识别并核算企业每年的绿色专利数量。企业层面的经济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ＣＳＭＡＲ数据
库。为了弱化极端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１％的缩尾处理。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

考虑到专利申请数据比授予量更稳定、可靠和及时（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０１６）［３９］，且发明专利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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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相比更具创造性和具有更高技术含量，本文样本选用上市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量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用Ｇｉｐ表示。为了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首先设计了绿色技
术创新意愿衡量指标（Ｇｉｐ１），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指标（Ｇｉｐ２）和累计绿色技术
创新年限指标（Ｇｉｐ３），三个指标的具体定义见表１。

表１　绿色技术创新指标的定义

名称 取值 含义

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Ｇｉｐ１）

在ｔ（１≤ｔ≤７）期，若 Ｇｉｐｔ≥１，则 Ｇｉｐ１ｔ
＝１；若Ｇｉｐｔ＝０，则Ｇｉｐ１ｔ＝０

Ｇｉｐ１＝１，表示企业有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Ｇｉｐ１＝０，表示企业没有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绿色技术创新程度

（Ｇｉｐ２）

若Ｇｉｐ１ｔ＝１，则 Ｇｉｐ２ｔ＝Ｇｉｐｔ；若 Ｇｉｐ１ｔ
＝０，则Ｇｉｐ２ｔ＝０

Ｇｉｐ２越大，表示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越大，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越高

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

（Ｇｉｐ３）
　Ｇｉｐ３ｔ＝∑

ｔ

ｓ＝１
Ｇｉｐ１ｓ

Ｇｉｐ３越大，表示企业连续绿色技术创新的年
限越长，主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越强烈

（三）模型构建

根据对绿色技术创新度量指标的定义，本文建立的检验产权性质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计量模

型如下：

ｌｏｇｉｔＧｉｐ１( )
ｊｔ ＝β０＋β１ＳＯＥｊｔ＋β′２Ｍｊｔ＋∑Ｙｅａｒ＋εｊｔ （１）

Ｇｉｐ２ｊｔｏｒＧｉｐ３ｊｔ＝β０＋β１ＳＯＥｊｔ＋β′２Ｍｊｔ＋∑Ｙｅａｒ＋εｊｔ （２）

在检验模型（１）或者（２）中，ｊ表示上市企业，因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核心解释变量
为上市企业的产权性质（ＳＯＥ），以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确定。此外，参考齐绍洲等（２０１８）［３８］１３３、
王锋正和陈方圆（２０１８）［４０］等研究，模型控制了有可能促进专利申请的上市企业其他经济特征控制变
量，由Ｍｊｔ表示，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成熟度、企业绩效、财务杠杆和年份等。选取样本中上市企业的总
资产和员工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对数后分别用ｌｎＫ和 ｌｎＬ表示。选取样本中上市企业的上
市年限来衡量企业成熟度，取对数后用ｌｎＡＧＥ表示。选取样本中上市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净利润 ／资
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分别衡量企业绩效和财务杠杆，分别用ＲＯＡ、ＬＡＲ表示。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２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知道，无论是申请过绿色发明专利的企业占比、绿色发明专利的平
均申请量还是累计绿色发明专利申请的平均年限，国有企业均要高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申请过

绿色发明专利（Ｇｉｐ１＝１）的企业占比为１３．４％，而私有企业为９．７％；国有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Ｇｉｐ２）的平均值为０．８１２，而私有企业为０．７２６；在累计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年限（Ｇｉｐ３）指标中，国有企
业与私有企业的平均值分别为０．６０４年和０．３９５年。在其他变量中，国有企业的总资产（ｌｎＫ）、员工
数量（ｌｎＬ）、上市年限（ｌｎＡＧＥ）、资产负债率（ＬＡＲ）的平均值高于私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低于私有企业。

表２　以产权性质分组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Ｇｉｐ１ ２７７９ ０．１３４ ０．２５７ ５８９４ ０．０９７ ０．２８３

Ｇｉｐ２ ２７７９ ０．８１２ ０．４９５ ５８９４ ０．７２６ ０．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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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Ｇｉｐ３ ２７７９ ０．６０４ ０．３５１ ５８９４ ０．３９５ ０．２２６

ｌｎＫ ２７７９ ６．３４９ ２．８６４ ５８９４ ５．５８０ ２．４２９

ｌｎＬ ２７７９ １．１７２ ０．６７５ ５８９４ ０．６１８ ０．５１８

ｌｎＡＧＥ ２７７９ ２．７８４ １．１９３ ５８９４ ２．５７５ １．８４２

ＲＯＡ ２７７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５ ５８９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１

ＬＡＲ ２７７９ ０．５６９ ０．３８７ ５８９４ ０．４７４ ０．３１９

（二）实证检验结果

１．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检验结果
表３报告了采用全样本对模型（１）和（２）回归的结果，其中产权性质（ＳＯＥ）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Ｇｉｐ１）正相关，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更可能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
术创新意愿更强；产权性质（ＳＯＥ）与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指标（Ｇｉｐ２）显著正相关，意味着与私有企业相
比较，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更高；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指标（Ｇｉｐ３）与产权性质（ＳＯＥ）也显
著正相关，表明相较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更长。综上，相对于私有企业，国

有企业更愿意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程度更高和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更长，由此验证了假设

１。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更强的公共价值属性，而国有企业更愿意绿色技术创新，这进一步证实了Ａｔｋｉｎ
ｓｏ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０）关于国有企业是政府解决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工
具的观点。

表３　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ｐ１ Ｇｉｐ２ Ｇｉｐ３

ＳＯＥ
０．０７１

（２．３７１）
０．０２４

（１．８５７）
０．１１５

（２．１４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７０９

（３．５２４）
０．８７４

（２．４５０）
２．１２３

（２．７８２）

样本量 ８６７３ ８６７３ ８６７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６

　　注：以Ｇｉｐ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ｚ值，以Ｇｉｐ２或Ｇｉｐ３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ｔ值，、、

分别表示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２．盈利动机、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
为了考察盈利动机对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将样本按照盈利动机的强弱分为两

组。若企业第ｔ－１年资产报酬率的增长率与全样本平均值的差异为负值时，代表该企业第 ｔ年盈利
增长压力大，即第 ｔ年盈利动机强；反之，代表第 ｔ年盈利动机弱。然后按组分别对模型（１）和模型
（２）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４。从ＳＯＥ的系数可知，在盈利动机较强组，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
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和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与私有企业无显著差异；在盈利动机较弱组，国有

企业不管是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还是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显著高于私有企业。

估计结果证实了假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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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盈利动机、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ｐ１ Ｇｉｐ２ Ｇｉｐ３

盈利动机强 盈利动机弱 盈利动机强 盈利动机弱 盈利动机强 盈利动机弱

ＳＯＥ
０．０２６
（１．３５３）

０．０８４

（２．５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４９３）

０．０３１

（２．００７）
０．０５９
（０．７７４）

０．１３３

（２．８６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６５

（４．７０８）
２．８１６

（２．６６４）
１．４１９

（１．８９５）
０．８３８

（２．４９１）
２．２５７

（３．８０４）
１．８４３

（２．９４５）

样本量 ４３１２ ４３６１ ４３１２ ４３６１ ４３１２ ４３６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６

　　注：以Ｇｉｐ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ｚ值，以Ｇｉｐ２或Ｇｉｐ３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ｔ值，、、

分别表示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３．节能减排压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考察节能减排压力对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时，将样本按照节能减排压力

大小进行分组。若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十二五”二氧化硫排放量实际降低值（＝２０１０年排放
量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与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目标（＝２０１０年排放量 －２０１５年控制量）的比值高
于样本均值时，则归为节能减排压力大的组别；否则，将其归为节能减排压力小的组别。然后按

组分别对模型（１）和模型（２）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５。从 ＳＯＥ的系数不难发现，在节能减排
压力小的组别中，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和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

均与私有企业无显著差异；在节能减排压力大的组别中，不管是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

新程度还是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国有企业均显著高于私有企业。估计结果证实了假设３。

表５　节能减排压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ｐ１ Ｇｉｐ２ Ｇｉｐ３

节能减排

压力大

节能减排

压力小

节能减排

压力大

节能减排

压力小

节能减排

压力大

节能减排

压力小

ＳＯＥ
０．１２１

（１．８４７）
０．０１６
（１．１５９）

０．０２５

（２．９２０）
０．００８
（１．０１４）

０．１７５

（３．４６２）
０．０４１
（０．４８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３９１

（４．８９４）
４．２７８

（２．１１０）
１．４６５

（１．７４９）
１．９９１
（１．３７６）

２．７３２

（４．１３４）
２．４８８

（３．９６１）

样本量 ４６１３ ４０６０ ４６１３ ４０６０ ４６１３ ４０６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６２ ０．１５０ ０．０７３

　　注：以Ｇｉｐ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ｚ值，以Ｇｉｐ２或Ｇｉｐ３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ｔ值，、、

分别表示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４．政府财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
为了考察政府财力对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将样本按照政府财力强弱分为两组。

若上市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第ｔ年人均财政收入与样本均值的差异为正值时，代表该地区第ｔ年政府
财力强；反之，代表第ｔ年政府财力弱。然后按组分别对模型（１）和模型（２）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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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从ＳＯＥ的系数可见，在政府财力较强组，国有企业无论是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还
是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显著高于私有企业；在政府财力较弱组，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

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和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与私有企业无显著差异。估计结果证实了假设４。

表６　政府财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ｐ１ Ｇｉｐ２ Ｇｉｐ３

政府财力强 政府财力弱 政府财力强 政府财力弱 政府财力强 政府财力弱

ＳＯＥ
０．１７３

（３．４８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４７）

０．０９１

（１．７９１）
０．０１０
（０．９３４）

０．０５５

（２．１６０）
０．０６７
（１．１８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０６９

（２．２６５）
５．８３７

（１．８２９）
１．３５２
（０．８７２）

１．９０３

（３．６６７）
１．２３８

（２．８５４）
０．６２１

（４．０５３）

样本量 ５１４５ ３５２８ ５１４５ ３５２８ ５１４５ ３５２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３

　　注：以Ｇｉｐ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ｚ值，以Ｇｉｐ２或Ｇｉｐ３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ｔ值，、、

分别表示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５．ＧＤＰ增长压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考察地方政府 ＧＤＰ增长压力对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时，将样本按照ＧＤＰ增长

压力大小分为两组。参考唐雪松等（２０１０）［４１］的做法，若上市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第 ｔ－１年 ＧＤＰ增
长率相对于前一年增长率的变化值与全国平均变化值的差异为负值时，代表该地区第ｔ－１年ＧＤＰ增
长的相对业绩表现不佳，即第ｔ年ＧＤＰ增长压力大；反之，代表第 ｔ年 ＧＤＰ增长压力小。然后分别运
行模型（１）和（２），回归结果见表７。从ＳＯＥ的系数可见，在 ＧＤＰ增长压力较小组，国有企业无论是绿
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还是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显著高于私有企业；但是在 ＧＤＰ
增长压力较大组，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和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均与私

有企业无显著差异。估计结果证实了假设５。

表７　ＧＤＰ增长压力、产权性质与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ｐ１ Ｇｉｐ２ Ｇｉｐ３

ＧＤＰ增长
压力大

ＧＤＰ增长
压力小

ＧＤＰ增长
压力大

ＧＤＰ增长
压力小

ＧＤＰ增长
压力大

ＧＤＰ增长
压力小

ＳＯＥ
０．０３２
（１．６１４）

０．０７９

（２．２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２９７）

０．０４６

（３．０４４）
０．１０５
（１．３８１）

０．１５３

（３．７５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９８２

（２．４３９）
１．８５６
（０．８７０）

０．５８７
（１．５３８）

０．６３６

（２．７６４）
１．９７５

（２．７８２）
２．００７

（３．３６８）

样本量 ３７３１ ４９４２ ３７３１ ４９４２ ３７３１ ４９４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４

　　注：以Ｇｉｐ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ｚ值，以Ｇｉｐ２或Ｇｉｐ３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ｔ值，、分
别表示通过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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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１）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更愿意绿色技术创新，拥有更高
的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且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更长；（２）资本逐利性并不是导致国有企业相对于私
有企业更愿意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原因；在节能减排压力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安排给国有企业的节能

减排任务更重，导致其拥有更强烈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政府财力强的地区，地方政府给国有企业

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政策优惠，使国有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更强，从而提高了其绿色技术创新意

愿；在 ＧＤＰ增长压力大的地区，国有企业受地方政府干预影响更倾向于短期投资，导致其绿色技术创
新意愿下降。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启示主要是：（１）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比一般的技术创新更
具公共价值属性、市场失灵程度更高，而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解决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导致市

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从事了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对推进绿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

业从事更多具有“公共性质”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其重要目标，这或许是解释国有

企业创新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本文只是客观地论证了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的绿色

技术创新意愿更强，而国有企业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

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２）依据技术创新理论，资本逐利性应该是驱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
泉，这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技术路线选择及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

此，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绿色采购、绿色产品评价和认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繁荣绿色

技术市场，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从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回报率，激发企业的

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

回报率不断提高，更多的私有企业会基于资本逐利性而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

作用也会逐步提升。（３）不同所有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差别主要由于节能减排压力（主观规
范）和资源控制能力（知觉行为控制）两方面的差别所引起。因此，在政府的节能减排任务分配与监察

过程中，需要强调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一致性，增大私有企业的节能减排压力，倒逼其开展绿色技

术创新、采用绿色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加大对私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金融支持力度，鼓励私

有企业参加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支持与引导私有企业与

高校院所组建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绿色技术创新联盟等新型研发机构，并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

补偿机制，切实提高私有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４）ＧＤＰ增长压力容易驱使
地方官员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引致国有企业倾向于短期投资而弱化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因此，应

该进一步弱化政府官员的ＧＤＰ增长考核，增加其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责任，促使其更重视经
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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