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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竞争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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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信贷服务，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
撑。手工整理得到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２６４个中国地级市能源消费数据，运用 ＳＢＭ距离函数和全域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对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重点考察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
响效应。研究显示：银行业竞争加剧显著促进了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是银行业竞争加剧情况下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途径，而研发创新因

受制于绿色创新专利数量占比较低的缘故，未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银行业竞争加剧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会随着当地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而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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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活力得到了显著改善，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然而，在
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以高能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也使中国付出了一定的环境和能源代价

（林伯强、谭睿鹏，２０１９）［１］。为了将环境保护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①，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提出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的发展目标②。可见，促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共处的发展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传统生产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和环

境的双重变化，能够更加科学地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２０２０年第２３８
号）③。因此，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举措。

如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呢？理论上，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关的内生动力包括企业

的技术升级、管理变革或者生产要素调整等方面，然而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其背后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持。从资金的供给侧看，由国内银行机构主导的中国信贷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健华等，２０１６）［２］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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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此逻辑，银行业市场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自然成为学界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话题。

但令人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就二者关系展开详细讨论。

在一个转型经济体中，各类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由银行机构主导的虚拟经济的有力支撑。自１９９８
年中国确立银行业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以来，以机构扩张为主体的银行业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伴随着

２００６年《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２００９年《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
策的调整意见（试行）》两次银行分支机构异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实施①，国内各类股份制、城

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统计显示，银行分支机构总量由２００２年的８４０３４个增加至
２０１８年的１９６２８０个，年均增幅为５４５％②。机构的快速扩张使得五大国有银行的信贷市场占有率逐

年下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态势不断加剧（张杰等，２０１７）［３］。研究显示，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
改善银行机构的运行效率、提升资金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以及减少银 －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等，
从而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Ｂ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尹志超等，２０１５；姜付秀等，２０１９）［４～６］，使之拥有更加充
裕的资金投入进行技术改进、效率提升和要素整合，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那么，伴随着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银行业竞争水平变化是否会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造成影响？文章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讨论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其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一是在数据使用上，囿于地级市能源消费数据难以直接获取，以往

研究大多采用估算数据或相关指标（比如社会用电量）替代，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与之不同，本文通过手工查阅各地统计年鉴、政府门户网站以及申请信息公开等渠道，收集到２６４个
地级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能源消费量数据，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提供了可靠保障。二是在研究视角上，
直观地揭示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丰富和扩展了银行业发展与经济高质量

增长关系的研究内容。三是在机制挖掘上，从研发创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大方面梳理并检验了银

行业竞争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从信息不对称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了银行业竞争的分

化影响，从而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银行业竞争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黑匣子”。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梳理

本文研究内容朔源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研究。理论研究方面，一方面文献基于市场优胜劣

汰的分析视角认为，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削弱信贷市场卖方的垄断力，降低企业的融资利率，继而

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减小信贷成本的渠道，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之苦（ＬｏｖｅａｎｄＰｅｒíａ，２０１５）［７］。
此外，激烈的市场竞争还会迫使银行机构努力提升自身的运转效率，比如开拓“硬信息”的搜集渠道③、

缩短审批时间、加强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从而在运行效率上更好地激发银行信贷资金对实体经济的

服务作用（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８］。
另一方面文献则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分析视角认为，银行业竞争会增加借款人的道德风险，破坏信

贷供给体系的稳定性，进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ｎｄ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５；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２００１）［９～１０］；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ｎｄ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５）研究指出，较低的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关系型借贷关系的长
期存在，而在过度竞争环境中，银行机构为了抢占市场，盲目地追求更多客户，客户数量增加无疑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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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是２００６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核心内容为“根据发
展状况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异地（包括省内设立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二是２００９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的通知，核心内容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

行在相关地域范围下设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得到。

根据现有文献分类，商业银行的借贷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易型贷款”，一种是“关系型贷款”。“交

易型贷款”所依据的是企业的“硬信息”，比如财务报表、抵押品的质量和数量、信用得分等，这些信息容易数码化，不具

有人格化的特征，可以很方便的在所有人员之间传递。



致信息收集成本的提升，致使银行机构难以投入更多的契约工具对借款人信息进行甄别，引发借款人

整体道德风险上升。这不仅损害了银行业自身的利益，也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实证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发现银行业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联系（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Ｓｔｒａｈａｎ，２００２；
ＣｅｔｏｒｅｌｌｉａｎｄＳｔｒａｈａｎ，２００６；Ｃａｒｂ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１１～１３］；但也有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结论（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ｎｄＲａ
ｊａｎ，１９９５；Ｍ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ａｎｄＷｈｅｅｌｏｃｋ，２０１３）［９］［１４］。针对中国情境的研究，林毅夫和孙希芳（２００８）［１５］以
各省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发现，贷款市

场集中度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ａｎｄ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８）［１６］采用索洛增长核算
法计算分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份额下降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张健华等（２０１６）采用随机前沿方法计算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仅当地方信贷环境较好时，银
行业竞争加剧才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宿伟健等（２０２０）［１７］利用中国２３０个地级市数据单纯
地考察了银行业结构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通地级市的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上述文献为银行业竞争的区域生产率效应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却均忽视

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并且缺乏银行业竞争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

检验，使得理论基础缺乏说服力。

纵观现有文献，虽然不少研究深入剖析了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或生产率）效应，但还存在进一步的

完善之处。尤其是在生产率指标的选用上，随着环境和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传统生产率指数已不能较

好地反映各项要素的配置效率，更为科学的做法是将考察对象设定为纳入污染 －能源约束下的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截至目前，尚未有文献就银行业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

探讨，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本文使用中国地级市银行业分支机构数据和手工整理得到的能

源消费数据，从中观层面审视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现有研

究提供有益补充。

（二）理论机制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研发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可能是银行业竞争影响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条重要途径。

首先，研发创新效应。银行信贷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１８］。由当地银行业竞
争加剧而引发的信贷可得性增加、信贷成本降低以及信贷效率提升均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境，从

而激励企业研发创新（Ｃｈａ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蔡竞、董艳，２０１６）［１９～２０］。张杰等（２０１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的研究指出，尽管银行业结构竞争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鉴于中国不少地区的

国有五大银行市场份额居高的现实背景，他们认为继续提升银行业竞争力度仍然是强化中国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张璇等（２０１９）［２１］考察了银行业竞争影响中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研
究发现，银行业竞争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上述研究为银行业竞争与企

业创新的关系给出了最为直接的证据支持。然而，研发创新是诱使微观个体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源

泉，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有利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提高，特别是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能源消

耗，从而提升能源效率（Ｋａ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２］。据此得知，研发创新效应是银行业竞争促进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地区经济发展重点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逐步转移的过程。银行业竞争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现。一方面，银行业竞争加剧会

迫使银行扩张业务范围、创新贷款产品以及改进风险管理，从而改变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功能以及银行

承担风险的意愿，引导信贷资金流入新兴行业和企业（Ｂｅｎｆｒａｔｅ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３］。另一方面，竞争增
加了银行机构的存活压力，迫使地区性中小银行谋求改变，利用自身的灵活性优势收集一些难以书面

化和定量化的“软”信息，继而通过完善客户需求信息的途径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林毅夫、李

永军，２００１；Ｃ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４～２５］。新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高度
化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国不少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已趋于饱和，部分传统重工业行业甚至存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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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现象（韩国高等，２０１１）［２６］，由此引发的人力资本挤出效应致使大量劳动力流入发展相对滞后但
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第三产业。据统计，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６％上升至２０１８
年的２７６％，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则从２００３年２９３％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６３％①。人力资本的大

量集聚无疑使第三产业成为信贷资金的一个重要吸收源。伴随着资金可得性的提升，第三产业内的

中小企业和新进入企业规模日益壮大，生产总值占比不断攀升，继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演

进。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余泳泽，２０１１）［２７］，对改善环境质量尤为重要。当
产业发展重心由第二产业过渡至第三产业时，由此形成的“结构红利”不仅能够优化空间产业布局，降

低地级市整体污染排放水平，还有助于发挥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促使生产性服务部门以更加环保

的服务中间品形态嵌入制造业生产链，推动制造业向低污染和高附加值两端延伸，从而达到减排效果

（韩峰、谢锐，２０１７）［２８］，最终促进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Ｈ１：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促进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Ｈ２：研发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可能是银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

个重要途径。

三、研究设计

（一）核心指标的测度

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借鉴杨翔等（２０１５）［２９］的做法，采用ＳＢＭ方向性距离函数和ＧＭＬ（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２６４个地级市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首先构造一个生
产可能性集合，将每个地级市视为独立的生产决策单位，由此构造出每个地级市每段时期内的最佳生

产实践边界。根据 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３０］的研究思路，假设每一个地级市使用 Ｍ种投入要素 ｘ＝
（ｘ１，…，ｘＭ），ｘ∈Ｒ

＋
Ｍ，同时生产Ｎ种“好”产出ｙ＝（ｙ１，…，ｙＮ），ｙ∈Ｒ

＋
Ｎ，以及Ｖ种“坏”产出ｂ＝（ｂ１，…，ｂＶ），

ｂ∈Ｒ＋Ｖ，设定每个时期为ｔ＝１，２，…，Ｔ，每个地级市为ｃ＝１，２，…，Ｃ，那么地级市ｃ在ｔ时期的投入值、
“好”产出值以及“坏”产出值可以简单表示为（ｘｔｃ，ｙ

ｔ
ｃ，ｂ

ｔ
ｃ）。假设生产可能性集满足如下条件：一是闭集

和有界集；二是“好”产出具有强可处置性，投入要素具有自由可处置性；三是产出具有联合弱可处置

性；四是遵循零结合性原则，“坏”产出与“好”产出必须同时存在。基于上述假设，通过数据包络分析

即可将当期的生产可能性集转化为：

Ｐｔ（ｘｔ）＝［（ｙｔ，ｂｔ）：∑Ｃ

ｃ＝１
ｚｔｃｙ

ｔ
ｃｎ≥ｙ

ｔ
ｃｎ，ｎ＝１，…，Ｎ；∑Ｃ

ｃ＝１
ｚｔｃｙ

ｔ
ｃｖ ＝ｙ

ｔ
ｃｖ，ｖ＝１，…，Ｖ；

　　　 ∑Ｃ

ｃ＝１
ｚｔｃｘ

ｔ
ｃｍ≤ｘ

ｔ
ｃｍ，ｍ＝１，…，Ｍ；∑Ｃ

ｃ＝１
ｚｔｃ＝１，ｚ

ｔ
ｃ≥０，ｃ＝１，…，Ｃ］ （１）

式（１）中，ｚｔｃ为每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若∑ｃ

ｃ＝１
ｚｔｃ＝１并且ｚ

ｔ
ｃ≥０，则表示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

可变（ＶＲＳ）；若去掉∑Ｃ

ｃ＝１
ｚｔｃ＝１，仅保留ｚ

ｔ
ｃ≥０，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ＣＲＳ）。ＧＭＬ指数需要将当期生

产可能性集替换为全域生产可能性集ＰＧ（ｘ），ＰＧ（ｘ）＝Ｐ１（ｘ１）∪Ｐ２（ｘ２）∪…∪ＰＴ（ｘＴ），再次通过数
据包络分析即可将生产可能性集改写成式（２）：

ＰＧ（ｘ）＝［（ｙｔ，ｂｔ）：∑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ｙ

ｔ
ｃｎ≥ｙ

ｔ
ｃｎ，ｎ＝１，…，Ｎ；∑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ｙ

ｔ
ｃｖ ＝ｙ

ｔ
ｃｖ，ｖ＝１，…，Ｖ；

　　　 ∑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ｘ

ｔ
ｃｍ≤ｘ

ｔ
ｃｍ，ｍ＝１，…，Ｍ；∑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１，ｚ

ｔ
ｃ≥０，ｃ＝１，…，Ｃ］ （２）

进一步地，借鉴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ａｎｄ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９）［３１］的方法，将考虑“坏”产出的全域ＳＢＭ方向性距离
函数定义为下式：

Ｓ（ｘｔ′ｃ，ｙ
ｔ′
ｃ，ｂ

ｔ′
ｃ，ｇ

ｘ，ｇｙ，ｇｂ）＝ｍａｘ １
２Ｍ

Ｍ

ｍ＝１

ｓｘｍ
ｇｘｍ
＋ １
２Ｎ＋２Ｖ

Ｎ

ｎ＝１

ｓｙｎ
ｇｙｎ
＋Ｖ

ｖ＝１

ｓｂｖ
ｇ( )[ ]ｂ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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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ｓ．ｔ．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ｘ

ｔ
ｃｍ ＋ｓ

ｘ
ｍ ＝ｘ

ｔ′
ｃｍ，ｍ＝１，…，Ｍ；

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ｙ

ｔ
ｃｎ－ｓ

ｙ
ｎ ＝ｙ

ｔ′
ｃｎ，ｎ＝１，…，Ｎ；

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ｂ

ｔ
ｃｖ＋ｓ

ｂ
ｖ ＝ｂ

ｔ′
ｃｖ，ｖ＝１，…，Ｖ；

Ｔ

ｔ＝１
Ｃ

ｃ＝１
ｚｔｃ＝１，ｚ

ｔ
ｃ≥０，ｃ＝１，…，Ｃ；

ｓｘｍ≥０，ｍ＝１，…，Ｍ；ｓ
ｙ
ｎ≥０，ｎ＝１，…，Ｎ；ｓ

ｂ
ｖ≥０，ｖ＝１，…，Ｖ （３）

式（３）中，ｘｔ′ｃ、ｙ
ｔ′
ｃ和ｂ

ｔ′
ｃ分别表示地级市ｃ第ｔ期的投入要素、“好”产出以及“坏”产出的向量；ｇ

ｘ、ｇｙ和
ｇｂ分别表示投入减少、“好”产出增加以及“坏”产出减少的方向向量；ｓｘｍ、ｓ

ｙ
ｎ和ｓ

ｂ
ｖ分别表示投入要素、

“好”产出以及“坏”产出的松弛向量；ｓｘｍ和ｓ
ｂ
ｖ为正则表示实际的投入要素和“坏”产出大于边界投入

和边界产出；ｓｙｎ为正则表示实际的“好”产出小于边界的产出；因此，ｓ
ｘ
ｍ、ｓ

ｙ
ｎ和 ｓ

ｂ
ｖ分别表示投入过度、

“好”产出不足以及“坏”产出过多的向量。

以全域ＳＢＭ方向性距离函数为基础，参照Ｏｈ（２０１０）［３２］的研究思路，ＧＭＬ指数可表示为：

ＧＭＬｔ＋１ｔ ＝［１＋Ｓ（ｘｔ，ｙｔ，ｂｔ；ｇ）］／［１＋Ｓ（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ｇ）］ （４）

式（４）中，ＧＭＬｔ＋１ｔ 即为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若ＧＭＬ
ｔ＋１
ｔ 指数大于１则表示从ｔ到ｔ＋１时期

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于１则表示从ｔ到ｔ＋１时期该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变；小于１则
表示从ｔ到ｔ＋１时期该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来源，可将ＧＭＬ指数
进一步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数（ＧＥＦＦＣＨｔ＋１ｔ ）和技术变化指数（ＧＴＥＣＨ

ｔ＋１
ｔ ）的乘积，具体分解如下：

ＧＭＬｔ＋１ｔ ＝ＧＥＦＦＣＨｔ＋１ｔ ×ＧＴＥＣＨ
ｔ＋１
ｔ （５）

式（５）中，ＧＥＦＦＣＨｔ＋１ｔ 和ＧＥＦＦＣＨ
ｔ＋１
ｔ 指数大于（小于）１分别表示从ｔ到ｔ＋１时期效率提高（降低）

和技术进步（退步）。

关于产出和投入变量的界定为①：“好”产出为各个地级市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
“坏”产出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排放量；投入要素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

能源投入。资本投入借鉴柯善咨和向娟（２０１２）［３３］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地级市实际资本
存量度量，劳动力投入选用地级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和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度量，能源投入选

用地级市的能源消费总量度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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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指数的均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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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书舟：银行业竞争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的统计口径包括“全市”和“市辖区”两种类型，本文将地

级市范围限定为“全市”，即采用“全市”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地级市能源消费数据由笔者根据各市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门户网站以及各市统计局的依申请公开等

渠道手动收集的万元ＧＤＰ能耗数据换算所得。



图１绘制了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均值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考察期内，ＧＭＬ指数的平均值约为１０１３，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正向增长
的态势（除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３年 ＧＭＬ指数均值小于１）。第二，２０１５年之后，ＧＭＬ指数在数值
上远远高于其他时期，表明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此期间大幅提升，这可能是因为

“十三五”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污染治理强度加大、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不

断优化以及创新水平提升等因素产生的作用。第三，从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来

源看，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在不同时间段内交替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在这种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

互换角色式的交替演变进程中，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总体上得以呈现正向增长态势。

２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测算
参考现有文献对银行业竞争水平的计算方法，使用如下两种指标进行度量：一是借鉴 Ｂｅｎｆｒａｔｅｌｌ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张璇等（２０１９）的思路，采用中国各地级市层面的银行分支机构的赫芬达尔指数刻画地
级市银行业竞争程度。公式如下：

Ｂａｎｋ＿ＨＨＩｃｔ＝∑Ｎｃｔ

１
（Ｂａｎｋ＿Ｂｒａｎｃｈｆｃｔ／∑Ｎｃｔ

１
Ｂａｎｋ＿Ｂｒａｎｃｈｆｃｔ）

２ （６）

式（６）中，Ｂａｎｋ＿Ｂｒａｎｃｈｆｃｔ为地级市ｃ第ｔ年的银行ｆ分支机构的数量；Ｎｃｔ为地级市ｃ第ｔ年的所有种类
银行数量；Ｂａｎｋ＿ＨＨＩｃｔ代表地级市ｃ第ｔ年的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取值区间位于［０，１］，越接近０表示
该地级市商业银行市场垄断性越低、竞争水平越激烈。

二是借鉴张健华等（２０１６）、姜付秀等（２０１９）的思路，使用地级市分支机构数量排名前三的银行
分支机构数量占比（Ｂａｎｋ＿ＭＣＲｃｔ）刻画银行业竞争程度，前三家银行分支机构数的集中度越低，则表
明银行市场垄断性越低、竞争水平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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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指数的均值变动情况

图２描绘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指数的均值变动情况，可以看出：第一，Ｂａｎｋ＿
ＨＨＩ和Ｂａｎｋ＿ＭＣＲ的均值都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前者从 ２００２年的 ０２１８６下降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０１１９６，下降幅度约５０％，后者从２００２年的０６９９５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４７４１，下降幅度超过３０％，直
观地反映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银行业竞争水平愈演愈烈的特征性事实。第二，从前三家银行分支机

构数占比来看，尽管数值不断下降，但均值始终维持在４５％以上，表明中国银行业市场占有率仍集中
于少数大型银行之手，在未来仍具有较大的结构优化空间。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探究银行业竞争对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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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Ｌｃｔ＝β０＋β１Ｂａｎｋ＿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ｔ－１ 槇＋ｘｔγ＋δｃ＋εｃｔ （７）
式（７）中，下标ｃ、ｔ分别表示地级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ＧＭＬｃｔ表示地级市ｃ第ｔ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解释变量Ｂａｎｋ＿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ｔ－１表示上一年地级市ｃ银行业竞争水平变量，选用银行分支机构赫芬达尔指数
（Ｂａｎｋ＿ＨＨＩ）与前三家银行分支机构集中度指数（Ｂａｎｋ＿ＭＣＲ）进行衡量；δｉ为个体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
间变化的个体因素；β０为常数项；β１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γ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εｃｔ为随机扰动项。

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生产总值，使用实际生产总值与人口总数的比值取对数度量，以控制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人口密度，使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的对数度量，以控制经济集聚性

的影响；信息化发展水平，选用邮电业务收入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进行度量，以控制信息化发展程度的
影响；财政自由度，选用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的比以控制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的影响；人力

资本水平，选用地方单位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在中专以上的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度量，以控制劳动

力技能水平的影响；环境管制水平，采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汇频数和频率相乘的方法

构建环境规制指标，数值越大则表明地方环境规制程度越高；外商投资比例，选用当年外商投资总额（人

民币表示）与生产总值的比例度量；进口依存度，选用当年地级市进口总额（人民币表示）与生产总值的

比例度量；出口依存度，选用当年地级市出口总额（人民币表示）与生产总值的比例度量。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的研究区间设定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由于仅手工收集得到中国２６４
个地级市的能源消费数据，且模型中含有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因此，本文总共整理获取３４３２（２６４×
１３）个观测值。对于缺失值，采用平均插值法予以补齐。所用数据来源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ＧＭＬ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ＤＥＡ方法测算得到，能源消费数据通过手工收集获
取，其余生产投入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解释变量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 银行分支机构赫芬达尔指数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 前三家银行分支机构集中度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的金融许可证

统计记录与地级市匹配后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人均生产总值（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口密度（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Ｔｅｌｅｃｏｍ 信息化发展水平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Ｆｉｎａｎｃｅ 政府财政自由度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水平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ＥＲ 环境规制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频数和频率相乘

ＦＤＩ 外商投资比例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Ｉｍｐｏｒｔ 进口依存度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依存度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

中介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地级市创新指数（对数）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所示。为了初步考察中国地级市银行业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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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长的关系，绘制了图３所示的散点图。从中可以看出，ＧＭＬ指数与 Ｂａｎｋ＿ＨＨＩ、Ｂａｎｋ＿ＭＣＲ均呈现
反向的变动关系，初步表明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会随着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提升而变高。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者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 ７５％分位 最大值 最小值

ＧＭＬ ３４３２ １０１３ ０１１４ ０９７０ １０４３ ０４１７ ２３９８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 ３４３２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９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０ ０５５９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 ３４３２ ０５４９ ０１３０ ０４５３ ０６４１ ０２３７ ０９４７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３４３２ １０３９０ ０６９２ ９９４０ １０８７ ８１５０ １２２８０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４３２ ５７９０ ０９２９ ５２３５ ６４３２ １６２３ ８７６４

Ｔｅｌｅｃｏｍ ３４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４３２ ０４８３ ０２２８ ０２９８ ０６４５ ００３７ １５４１

Ｈｕｍａｎ ３４３２ ０３１９ ００６９ ０２７１ ０３６７ ００６９ ０６４４

ＥＲ ３４３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１ ０ １６６２

ＦＤＩ ３４３２ ０１０９ ４５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０ ２６２６００

Ｉｍｐｏｒｔ ３４３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８ ０ １９０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３４３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８ ０ １８９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４３２ ０４１５ １９１６ －０９９４ １６０９ －４６０５ ７４１４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３４３２ ３８５５０ ９４００ ３２３５０ ４３５３０ １１２２０ ８０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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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银行业竞争指数的散点拟合图

（二）基准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３报告了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基准检验结果：前四列回归的核心解释
变量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赫芬达尔指数（Ｂａｎｋ＿ＨＨＩ）；后四列回归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前三家银行分支机
构的集中度指数（Ｂａｎｋ＿ＭＣＲ）；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列（１）～列（８）显示，无论是采用
Ｂａｎｋ＿ＨＨＩ还是Ｂａｎｋ＿ＭＣＲ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１０％水平以内显著，表明银行
业竞争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据上文描述，Ｂａｎｋ＿ＨＨＩ和 Ｂａｎｋ＿ＭＣＲ数
值越低则代表该地级市银行业市场竞争水平越激烈，由此得知，银行业竞争程度加剧有助于加快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此结论验证了假说１，即放宽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管制，促进银行竞争水平提
升，确实有助于加快中国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关于控制变量，从列（４）和列（８）可以发现：第一，人均生产总值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越快。第二，人口密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由集聚经济带来的“拥

·８４·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堵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三，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可能是因为较高的人力资本拥有更全面的生产性知

识和技术吸收学习能力，这对改善地区环境和能源要素资源的配置情况尤为关键。第四，进口依存度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进口总量越多则越有助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３４］指出国际贸易主要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与规模效应对地区的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进口贸易
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一个主要通道，故而有助于通过技术效应加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步伐。第五，

出口依存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量越多，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进口贸易不同，出口

贸易很可能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途径加剧地区环境的恶化程度，致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步伐放

缓。其他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较弱。

表３　基准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
－０５１１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１

（－８８９１） （－２４５２） （－２４９２） （－２３１４）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
－０２４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３

（－８９０９） （－１９２４） （－１８９６） （－１７０８）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３８２８） （３７６４） （３６７２） （３９３７） （３９１５） （３８３９）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９

（－２０６７） （－２１２６） （－２５７３） （－２１０４） （－２１５３） （－２５９３）

Ｔｅｌｅｃｏｍ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３１２）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６） （０３５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４４２） （－０３３８） （－０１６３） （－０４６５） （－０３７５） （－０２０４）

Ｈｕｍａｎ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５ ０３８６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２ ０３８４

（６４７９） （６５０５） （６１８１） （６４３６） （６４６１） （６１４０）

ＥＲ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１） （１９２１） （１９６９）

ＦＤ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５） （０４６５）

Ｉｍｐｏｒ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５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８

（－３３８３） （－３４０９）

常数项
１０９２ １０５８ １０６５ １１８４ １１４７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８ １１８３

（１２１２１４） （５２７０） （５３０８） （５６４５） （７５７２１） （５１２３） （５１３７） （５４７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
１１９５ ３１１８ ３４７４ ４８９５ １５０２ ３０６４ ３４１３ ４８４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７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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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问题的探讨与处理
从基准模型上看，要得到银行业竞争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致估计结果，必须解决好一

个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即银行业竞争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所谓逆

向因果，是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对当地银行业竞争水平造成影响。例如，一些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较高的地区可能因其优越的经济基础（科技教育、金融发展、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

设等）往往容易赢得各家银行的青睐，导致银行大量分支机构纷纷涌入，继而激化当地银行业竞争水

平。尽管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纳入模型，以避免由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估

计偏误，但仍可能无法完美地解决这一问题。为此，进一步采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以解决内生性问

题，处理思路如下：

第一，根据历史工具变量选取思路，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三期作为工具变量，然后进行面板 ＩＶ
估计。表４列（１）～列（２）描述了采用银行业竞争水平变量的滞后三期作为工具变量的ＩＶ检验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Ｂａｎｋ＿ＨＨＩ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Ｂａｎｋ＿ＭＣＲ系数虽为负却不
显著，可查表易知，其在１５％水平内显著。

第二，由于同省内其他地级市的银行业竞争水平受本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可能性较

小，与此同时，在省级行政单位的综合把控下，省内所有地级市会面临相似的宏观金融监督管理制度

限制，因而各地在银行分支机构市场进入和扩张方面具有一定相关性。参考 Ｃ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的工
具变量构建思路并对其加以改进，以人均生产总值相似度为权重①，对地级市 ｃ所处的同省内其他地
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代理变量进行加权，从而构建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外生工具变量：

ＳＩｃｍｔ＝
２×Ｐｅｒｇｄｐｃｔ×Ｐｅｒｇｄｐｍｔ
Ｐｅｒｇｄｐｃｔ＋Ｐｅｒｇｄｐ( )

ｍｔ
２／∑ｍ∈Ｉｏｔｈｅｒ

２×Ｐｅｒｇｄｐｃｔ×Ｐｅｒｇｄｐｍｔ
（Ｐｅｒｇｄｐｃｔ＋Ｐｅｒｇｄｐｍｔ）

２ （８）

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Ｖｃｔ ＝∑ｍ∈Ｉｏｔｈｅｒ
Ｂａｎｋ＿ＨＨＩｍｔ×ＳＩｃｍｔ （９）

Ｂａｎｋ＿ＭＣＲＩＶｃｔ ＝∑ｍ∈Ｉｏｔｈｅｒ
Ｂａｎｋ＿ＭＣＲｍｔ×ＳＩｃｍｔ （１０）

式（８）中，Ｉｏｔｈｅｒ为同省内除地级市ｃ以外的其他地级市的集合；Ｐｅｒｇｄｐｃｔ、Ｐｅｒｇｄｐｍｔ分别为地级市ｃ和ｍ
第ｔ年的人均实际生产总值；ＳＩｃｍｔ为地级市ｃ与地级市ｍ第ｔ年的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相似度指数的占
比。在计算出 ＳＩｃｍｔ后，利用式（９）和式（１０）即可计算出地级市 ｃ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外生工具变量
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Ｖｃｔ与Ｂａｎｋ＿ＭＣＲ

ＩＶ
ｃｔ。表４列（３）～列（４）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检验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银行业竞争加剧依然显著促进了中国

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表４　面板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
－０２４２ －０３５４

（－２３７１） （－２０２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０

（－１３４９） （－２４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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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所以采用人均ＧＤＰ相似度指数占比作为加权的比重，是因为该指标可以从统计学角度较好地反映两地区之
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表４（续）

（１） （２） （３） （４）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０６３３ ０６４８ ０７６８ ０６８９

（５８５１） （５９６５） （２６０７） （２２４０）
工具变量名 Ｌａｇ３Ｂａｎｋ＿ＨＨＩ Ｌａｇ３Ｂａｎｋ＿ＭＣＲ 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Ｖ Ｂａｎｋ＿ＭＣＲＩ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ａｎｏｎｃｏｒｒＬＭ １６４７９ １６７８４ ５６１２０ ４３４２８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３４２３６ ３５５８３ ６７９８７ ５０１６８

　　注：、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５％的显著性水平；列（１）～（４）圆括号内为ｔ值；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ａｎｏｎｃｏｒｒＬＭ统
计量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均大于１０％水平上的临
界值１６３８，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设。

２敏感性测试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敏感性测试：第一，剔除直辖市与省会

城市。由于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城市格局、制度环境与对外开放水平明显与其

他城市有所区别。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将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从样本中予以剔除，对剩余样本重

新进行回归。测试结果见表５列（１）～（２），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证明前述研
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将效率变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ＧＭＬ指数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数
（ＧＥＦＦＣＨ）和技术变化指数（ＧＴＥＣＨ），选用效率变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
计，检验结果见表５列（３）～（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前述
研究结论是成立的。第三，控制其他政策因素影响。对于前述估计结果，还存在一个潜在担忧，即观

察期内与环境治理有关的政策制度因素可能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为此，本文收集并整理了考察

期内以地区为单位的环境治理政策，包括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的排污交易制度试点政策、２０１０年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相关政策是否生效的虚拟变量（如果城市ｃ第ｔ年执行该政策，则赋
值为１，反之为０），以对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加以控制。检验结果见表５列（５）～列（８），不难发现，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５　敏感性测试结果

剔除直辖市及省会城市 更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排污交易制度 考虑低碳城市试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ＥＦＦＣＨ ＧＥＦＦＣＨ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
－０１５３ －０３０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９０

（－２０５７） （－２７９１） （－２２４３） （－２５５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４

（－１３０１） （－２５９０） （－１６７４） （－１９７３）

排污交易权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虚拟变量 （－２５０４）（－２５４５）

低碳城市试点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虚拟变量 （－１７４５）（－１６９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４２ ３０４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Ｒ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８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和１５％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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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效应检验

前述研究表明，银行业竞争加剧对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接下来，尝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ＥＭ）将银行业竞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城市研发创新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变量置于统一计量框架，以考察银行业竞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的中介路径①。选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２０１７》［３５］

中的城市创新指数刻画城市当年的创新水平②，选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占比度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水

平。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并且为了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在模型中纳入每个城

市虚拟变量。检验结果见表６。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作用方向 系数值 标准误 Ｚ值 Ｐ＞｜Ｚ｜

中介路径系数（１）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４２３０ ０２９４ －１４３９０ ００００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２７９３１ ２４４９ －１１４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ＧＭＬ －０１３４ ００７３ －１８４０ ００６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ＭＬ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１３９０ ０１６６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ＧＭ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４１００ ００００

间接效应测算值（１）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ＭＬ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１３８２ ０１６７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ＧＭＬ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６ －３８９０ ００００

中介路径系数（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３７４ ０１４６ －１６２８０ ００００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１５９９９ １２１８ －１３１４０ ００００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ＧＭＬ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７ －１０９０ ０２７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ＭＬ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１２８０ ０２０１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ＧＭ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４１４０ ００００

间接效应测算值（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ＭＬ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１２７７ ０２０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ＧＭＬ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３９８１ ００００

　　注：（１）表示解释变量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赫芬达尔指数；（２）表示解释变量为前三家银行分支机构集中度；所有回
归均对控制变量、城市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一）研发创新效应分析

表６显示，当被解释变量为地级市创新指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时，Ｂａｎｋ＿ＨＨＩ和 Ｂａｎｋ＿ＭＣＲ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银行业竞争水平越激烈的地区其创新能力越强，与张璇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
论一致。进一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有助于促进ＧＭＬ指数的提升，并且间接效应的系数在
统计上也不显著。据此得知，研发创新不是银行业竞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传导机制，这与

假说２部分内容相悖。为了探寻该机制不成立的可能缘由，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收集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各个地级市获得的发明专利总数量、实用型专利总数量以及获得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绿色实
用型专利数量，绘制了图４所示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占比和绿色实用型专利数量占比的均值变动图。
图４显示，中国每年与绿色创新有关的专利数量占据专利总数量的比例仅维持在７％ ～１２％之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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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其优势在于可以同时测验多条影响路径，并进行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

分解以及大小比较，并通过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进行中介效应判定。其检验效力远高于使用传统ＢＫ检验过程的逐
步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城市创新指数依据线性回归法进行估算。



色专利占比的偏低说明企业或机构获得的绝大部分创新专利类型并未偏向于环境保护方面，绿色创

新仍是中国式创新模式下的一个短板。该事实或许是导致研发创新未能成为银行业竞争促进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机制的直接原因。今后，如何提升绿色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是中国在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进程中亟待弥补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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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地级市绿色类专利数量占比的均值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分析

表６显示，当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占比（Ｔｅｒｔｉａｒｙ）时，Ｂａｎｋ＿ＨＨＩ和Ｂａｎｋ＿ＭＣＲ
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银行业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就越高，也就
是说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演进，这与前述理论预期一致。从表６还可
以看出，Ｔｅｒｔｉａｒｙ对ＧＭＬ指数的影响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则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与此同时，Ｂａｎｋ＿ＨＨＩ和Ｂａｎｋ＿ＭＣＲ对ＧＭＬ指数的影响系数显著性水平有
所降低，甚至不再显著，依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可知，产业结构高度化在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为 Ｂａｎｋ＿ＨＨＩ时，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３２４％ ＝２７９３１×０００２３／（２７９３１×０００２３＋０１３４）；核心解释变量
为Ｂａｎｋ＿ＭＣＲ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４７９％ ＝１５９９９×０００２３／（１５９９９
×０００２３＋００４０）。此结论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银行业竞争加剧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这一途
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该结论部分证实了假说２，也为假说１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
支撑。

六、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异质性检验

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银行机构是否愿意为企业发放信贷的重要因素（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８４；Ｂｏｙｄ
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６）［３６～３７］。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银行机构为了抢占市场，提升客户数量是其重要目
标，然而随着客户规模增加，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呈下降趋势，这会导致银行机构难以投入更多精力

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和甄别（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ｎｄ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５）［９］。倘若市场信息高度不对称时，一些低
质量客户可能趁机出现“搭便车”行为，致使借款人道德风险整体上升，在此情形下，由于缺乏有效信

息，银行机构可能选择减少企业投资、降低信贷效率（张璇等，２０１９），从而减弱甚至扭转银行业竞争对
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倘若市场信息较为透明时，银行机构即使不投入契约工具也能够基本掌握

借款人的各项信息，这无疑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提高市场上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和配置效率，进而加

大银行业竞争的正向经济效应。

为了探究当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异质性时，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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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借鉴张健华等（２０１６）的做法，将制度环境指数作为衡量中国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
程度的关键指标，制度环境越高，信贷环境越好，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低。以各省份制度环

境指数年均值的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①［３８］，将样本划分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区域（Ｌｏｗ）和信息不对称
程度高区域（Ｈｉｇｈ）两类子样本，并构建银行业竞争指数与信息不对称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从表７列
（１）～（４）可以看出，Ｂａｎｋ＿ＨＨＩⅹＬｏｗ与Ｂａｎｋ＿ＭＣＲⅹＬｏｗ系数的绝对值整体上高于 Ｂａｎｋ＿ＨＨＩⅹＨｉｇｈ
与Ｂａｎｋ＿ＭＣＲⅹＨｉｇｈ，表明当区域内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时，银行业竞争加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促进效应更加强烈。由此得知，降低区域内的信贷信息不对称程度，使信贷市场信息更加透明

化，将有助于强化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７　异质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ＧＭＬ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ⅹＬｏｗ
－０５８１ －０１８７

（－５６３９） （－２２５２）

ＬａｇＢａｎｋ＿ＨＨＩⅹＨｉｇｈ
－０４７９ －０１３２

（－６９２２） （－１１４３）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ⅹＬｏｗ
－０２８９ －００７０

（－６０５５） （－１２８５）

ＬａｇＢａｎｋ＿ＭＣＲⅹＨｉｇｈ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９

（－６６３８） （－１４２９）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７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内为ｔ值。

七、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环境和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如何强化银行结构体系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

用，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以中国地级市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限制的改革为切入点，探

究了银行业竞争水平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无论选用银行分支

机构的赫芬达尔指数还是前三家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度指数作为银行业竞争水平的代理指标，结果

均显示，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即第三产

业生产总值占比提升）是银行业竞争加剧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途径，而研发创新效应因

受制于绿色创新专利数量占比较低的缘故，未能发挥显著的机制作用。第三，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会随着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而变得更加明显。

（二）对策建议

第一，有序推进国内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继续发挥银行业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

·４５·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①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该值越大，表明制
度环境越好，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



用。在转型经济体中，市场可竞争性的增强不仅源自内部市场改革引致的内部竞争冲击，还源自对外

开放创造的外部竞争压力。为继续发挥中国国内银行业竞争水平提升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在风险可

控的范围内，进一步放松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限制，尤其是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另

一方面，在２０１８年中国银保监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引导
下，鼓励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支行，并配以公平的营商环境，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

步走思路，利用竞争的倒逼机制提高银行机构的运营管理水平，增强其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继

而凭借中国银行业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模式，为更多优质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这是推动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二，虽然银行业竞争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产业结构演

变带来的“结构红利”终究会迎来饱和点，其并不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尽管研发创新

效应在本文考察期间未发挥显著作用，但须清醒认识到，创新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未来，只

有不断完善与中国绿色发展相匹配的信贷体系，加大对中国企业绿色创新专利方面的信贷资金扶持

力度，激发企业对清洁能源和清洁产品的创新潜力，提升绿色发明设计在专利申请和获得总量中的比

例，并在上述基础上做到将绿色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才能为中国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更

为稳定、持续的动力支持。

第三，在讨论银行业竞争加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影响时，需重视信贷市场信息不对

称程度带来的调节作用。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不仅会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效率损失，也会扩大信贷市

场面临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经营规模较小、发展前景不明朗的中小企业而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会使其在申请贷款时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信息，从而形成普遍存在的“融资难”现象。从这一角度来

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各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化，有利于提升

银行机构在面对高强度竞争时为企业提供资金的意愿和概率，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银行业竞争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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