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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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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
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重点控制区的重点行业实施特别排放限值能够显著

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机制检验显示，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税盾效应以及税收优惠的增多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

实际税负降低的重要渠道；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会因为企业所有制形式、城市间产业结

构以及财政压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特别排放限值引发的企业税负降低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环保技

术创新水平。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及其配套财税激励机制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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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污染粗放型工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相关资料显示，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工业源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的比重高达８６．４６％ ～９０．１３％；占全国颗粒物排放的比重则高
达８３．０４％～８５．５８％①，工业废气的大量排放仍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桎梏。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

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提高污染排放标

准，强化排污者责任”。作为中国行业排放标准的重要创新，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
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制定并实施重点

区域内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２０１２年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印发的《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强调要在重点控制区执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同时创

新环境管理政策措施，完善配套的财税补贴激励政策。按照《规划》中的相关要求，２０１３年环境保护
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最终明确规定对京津冀等“三区十群”重点控制区的

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的推行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该政策的实施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何

种影响？更具体地，它将如何影响重点行业内企业的经营活动？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对进一步发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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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政策的科学干预作用，进而合理引导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经验依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在学界一直广为探讨，但是大多数研究的落脚点归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经

营绩效（颉茂华等，２０１４）［１］、全要素生产率（Ｇｒａｙａｎｄ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２００３；盛丹等，２０１９）［２～３］、技术创新
（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Ｌｉｎｄｅ，１９９５）［４］、区位选择（Ｌ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Ｍｕｌａｔ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５～６］等直观绩效指标和行
为决策的影响，鲜有学者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成本支出，税负水平

的高低密切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不同于仅反映环境规制对企业直接效应的一般性经

营绩效指标，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的作用过程不仅包含企业的运营行为调整，而且往往还涉及政府部

门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进而更好地发挥政府财税工具配

合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积极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新意在于：第一，采用２０１３年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执行这一准自然实验，研
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结论更具稳健性。以往的研究通常使用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排

污费支出、环境污染案件数等指标度量环境规制（颉茂华等，２０１４；Ｍｕｌａｔ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６］，容易引
起测度偏差或内生性问题，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这一环境规制政策的外生性较强，能够有效避

免上述问题。第二，丰富了企业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往有关企业税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税

制改革、政府目标管理、企业资源禀赋等角度出发（刘行等，２０１７；申广军和邹静娴，２０１７；詹新宇等，
２０２０）［７～９］。作为企业存续期间的一项重要制度因素，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不可忽视，据此使
用三重差分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深入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该领

域的研究。第三，论证了排污标准类环境规制政策的积极作用。从宏观层面看，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政策效果显著，实现了污染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从微观层面看，该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实际税

负降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营绩效及绿色研发水平的提高。因此，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反

驳了以往文献认为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常经济代价高昂（ＮｅｗｅｌｌａｎｄＳｔａｖｉｎ，２００３；Ｔ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１０～１１］的观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与企业税负：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分析

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生产成本（Ｇｒａｙａｎｄ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２００３）［２］、经营绩效（颉茂华等，２０１４）［１］、研
发投入（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１２］和债务融资（黎文靖和路晓燕，２０１５）［１３］等诸多与企业税负密切相关的
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首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能够导致企业税负降低。来自环境规制的

压力会迫使企业增加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清洁生产等成本的投入（吕鹏和黄送钦，２０２１）［１４］。当环
境规制遵循成本过多地挤占生产性资源时，会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进而降低

企业税负水平。其次，环境规制下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增多引致的税前抵扣增加能够降低企业税负。

为抵消环境规制下企业成本增加导致的竞争劣势，企业会积极进行技术研发以实现“创新补偿效应”

（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Ｌｉｎｄｅ，１９９５）［４］，相应地企业研发费用得以显著增加（冯宗宪和贾楠亭，２０２１；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１５］［１２］。由于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实行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因此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前扣除
增多，导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降低。再次，环境规制下也会使企业环保投入所需的债务融资增加，

符合税法规定的企业环保活动所产生的债务利息抵扣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最后，企业对环境规制

的遵循有利于其获得更多税收优惠。随着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大，企业的环境规制遵循程度提高（Ｇｒａｙ
ａｎｄＤｅｉｌｙ，１９９６）［１６］，促使企业更多地购置环保设备、改进环保技术以及治理污染排放物（唐国平等，
２０１３）［１７］。一方面，企业从事的环保业务中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可直接抵扣应纳所得（曹越等，
２０１７）［１８］。另一方面，随着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愈加重视，环保投资企业的议价能力提高，因而有
助于企业获取更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和税收优惠（杨旭东等，２０２０；Ｍｉｌｌ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１９～２０］。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假设１：

Ｈ１：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具体地，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能够降低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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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控制区的重点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负。

（二）环境规制与企业税负：基于微观、中观与宏观视角的分析

企业所有制性质（杨旭东等，２０２０）［１９］、城市产业结构（李彦龙和乔倩，２０１９）［２１］和地方财政压力
（陈晓光，２０１６）［２２］等来自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因素均能够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
关系。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避税动机（刘行等，２０１７）［７］、政企关系和社会责任分担（申广
军和邹静娴，２０１７）［８］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因而环境规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有所
差异。首先，国有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等“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而非国有企业通常出于“自利”动机

承担环境责任（刘畅和张景华，２０２０）［２３］。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短期内难以实
现经济效益（Ｇｒａｙａｎｄ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２００３）［２］。鉴于此，为了弥补成本增加带来的竞争劣势，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非国有企业通常有强烈的动机在从事环保活动时寻求税收优惠等“隐性福利”（杨旭东等，

２０２０）［１９］。其次，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协调，地方政府有动力使用财税激励方式引导企业行
为（张琦等，２０１９）［２４］。一方面，从行政隶属上看，央企与省属国企具有高度的自主管理权，地方政府
对其影响力较小；同时其收入不在地方经济的考核范畴内，对地方经济及税收的贡献有限。为兼顾地

方环境治理与财源维护，地方政府通常倾向于给予当地重点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席鹏辉，２０１７）［２５］。
另一方面，相较于民营企业，市属国企拥有获取地方政策信息的优势，因而能够更好地贴合当地政策

导向从而获取更多的税收优惠（柳光强，２０１６）［２６］。最后，中国所得税分享体系以及征管机构等方面
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和征管调控空间。一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的企

业所得税央地分享机制，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股东更愿意分享利润，而不是加大税收攫取

（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７］。另一方面，良好的政企关系仅有助于企业获取地税而非国税层面的实际税负
优惠（申广军和邹静娴，２０１７）［８］。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除央企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一直由
国税局征管之外，地税局仅负责征管２００２年之前成立的非央企及非外资企业。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央
企的实际税率与其法定税率相差甚微，政企关系仅能造成地税征管企业的实际税率下降。基于以上

分析，提出假设２：
Ｈ２：环境规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能够导致地方市属国企及民营企业实际税负下降，而对央企及省属国企的实际税负并无显著影响。

从中观层面看，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分布以及地方经济的产业关联度和依赖度均有所差异，进而影

响环境规制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环境规制的束紧主要影响高污染行业，第二产业以污染密

集型行业居多，因而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大。为兼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地区更

倾向于为污染行业提供政策优惠。一方面，在实施环境规制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具有保护本地高利

税、促增长的污染型产业的动机，为此通常会提供补贴和税收征管上的优惠（席鹏辉，２０１７；田光辉等，
２０１８）［２５］［２８］。另一方面，为抑制本地高纳税污染产业外迁和吸引外地流动要素，地方政府之间会展
开税收竞争从而竞相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沈坤荣和周力，２０２０）［２９］。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趋优竞
争”策略下，环境规制与税收竞争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抑制污染排放，该效应在第二产业集聚地区尤

为显著（田时中等，２０１９）［３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３：
Ｈ３：在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越显著。
从宏观层面看，地方财政压力的高低也会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一种情况下，财

政压力的上升会加剧税收竞争，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税负引入高污染企业（沈坤荣和周力，２０２０）［２９］，进
而增加本地税源提高财政收入。另一种情况下，财政压力的上升会激化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伴随着地

方环境治理事务的增多，地方政府会加大对企业的税收攫取，增加税收征管强度，进而提高企业税负

（陈晓光，２０１６）［２２］。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４和假设５：
Ｈ４：在财政压力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降低的作用越大。
Ｈ５：在财政压力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降低的作用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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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２００８年开始，新企业所得税法正式生
效，因此，为了保持企业所得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２００８年为起始年份。参考已有研究（Ｄｙｒ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３１］，按照如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１）剔除“ＳＴ”和“ＳＴ”标识的公司；（２）剔除金融保险
业上市公司；（３）剔除样本期间所得税及息税前利润为负的公司；（４）剔除实际税率大于１和小于０的
公司；（５）剔除样本期间财务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６）对所有连续变量在１％的水平上进行了 ｗｉｎ
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依据上市公司地址确定其具体所在地级市，最终得到１８０３家上市公司的１７８８５个
“公司－年度”观测值。所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际控制人信息均来自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名义税率
来自Ｗｉｎｄ数据库。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研究其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前提条件。因此，为

检验该政策的有效性，还收集了全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地级市层面的经济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ＣＥＩＣ经济数据库，地级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
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
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ｏｆ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公布的全
球ＰＭ２．５栅格数据（Ｖ４．ＧＬ．０２）①，其空间分辨率可达０．０１°，备受国内外学者推崇（欧维新等，２０１９；
Ｄｏｎｋｅｌａ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３２～３３］，该数据集目前更新至 ２０１８年，因此本部分研究的样本区间选取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

ＥＴＲｉｊｔ＝δ０＋δ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δ２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δ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θ′Ｚ＋μｃ＋νｉ＋υｔ＋φｊｔ
＋ｐｔ＋εｉｊｔ （１）
其中，ＥＴＲｉｊｔ表示位于城市ｉ行业ｊ的企业在ｔ年的实际税率；Ｔｒｅａｔｉ为城市虚拟变量，当企业所在地城
市ｉ为重点控制区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Ｐｏｓｔｔ为城市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前后的
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１３年以前取值为０，２０１３年及以后取值为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为行业 ｊ在时期 ｔ是否实施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虚拟变量，当“企业所在行业ｊ属于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
六大重点控制行业，且行业内已实施该政策”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Ｚ为一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
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财务杠杆（Ｌｅｖ）、资本密集度（Ｃａｐｉｎｔ）、存货密集度（Ｉｎｖｅｎｔ）和资产回报率（ＲＯＡ）；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大小表示的是在重点控制区城市的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重点控制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净政

策效应。μｃ为企业固定效应，νｉ为城市固定效应，υｔ为年份固定效应，φｊｔ为行业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
应，ｐｔ为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εｉｊｔ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１．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
采用虚拟变量表示政策实施与否。具体而言，这涉及到政策执行城市及行业的识别问题。依据

２０１３年环境保护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的规定，政策执行城市为“重点控制
区”，涉及“三区十群”１９个省份的４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执行行业为“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铁、石
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为此，设置城市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ｉ，若城市ｉ为重点控制区中的城市之
一，则赋值为１（Ｔｒｅａｔｉ＝１），否则赋值为０（Ｔｒｅａｔｉ＝０）；Ｐｏｓｔｔ为城市是否已执行该政策的时间虚拟变
量，２０１３年及以后赋值为１（Ｐｏｓｔｔ＝１），２０１３年以前赋值为０（Ｐｏｓｔｔ＝０），因此，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为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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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ｉ在时期ｔ已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为行业ｊ在时期ｔ是否已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代理变量，由于各行业间

存在着政策执行时间上的差异①，为此，首先设置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将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
色、化工六大重点行业作为处理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１），其他行业作为对照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０）；其次设置时间
虚拟变量Ｔｉｍｅｔ，行业执行政策之前赋值为０（Ｔｉｍｅｔ＝０），执行政策之后赋值为１（Ｔｉｍｅｔ＝１）；最后设
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ｉｍｅｔ，若“行业ｊ属于六大重点行业且在时期ｔ已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政策”，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１，反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０。本研究重点关注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的系
数，该估计系数反映了在重点控制区城市的六大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

影响的净政策效应。

２．企业实际税负
借鉴Ｐｏｒｃａｎｏ（１９８６）［３４］以及申广军和邹静娴（２０１７）［８］的做法，企业实际税率的计算公式为：ＥＴＲ

＝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此外，为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在稳健性分析中采用其他替换方式重新测
算企业实际税率：ＥＴＲ１＝（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Ｐｏｒｃａｎｏ，１９８６）［３４］；ＥＴＲ２＝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ＳｔｉｃｋｎｅｙａｎｄＭｃＧｅｅ，１９８２）［３５］；ＥＴＲ３＝（支付
的各项税费－收到的各项税收返还）／营业收入（杨旭东等，２０２０）［１９］。
３．其他变量
企业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财务杠杆（Ｌｅｖ）、资本密集度（Ｃａｐｉｎｔ）、存货密集度（Ｉｎｖｅｎｔ）和

资产回报率（ＲＯＡ）；中介变量包括企业债务融资（Ｌｏａｎ）、利息费用（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和税收优惠（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政
策有效性检验部分，在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度量上，由于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管控对象主要为

工业烟（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但是目前公开的资料中无从查找到样本期间内完整的城市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数据②，因此采用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的加总

作为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吨）；该部分的控制变量包括年末常住人口（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人均财政支出（ｌｎ
Ｐｅｒ＿ｅｘｐ）、第二产业产值占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和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ｌｎＦＤ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ＴＲ 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 １７８８５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５ ０．５４６

ｌｎＳｉｚｅ 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１７８８５ ２２．２６３ １．３３３ １９．８２９ ２６．３５２

Ｌｅｖ 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 １７８８５ ０．４３２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８６０

Ｃａｐｉｎｔ 年末固定资产净额／年末资产总额 １７８８５ ０．２１７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２ ０．７３５

Ｉｎｖｅｎｔ 年末存货／年末资产总额 １７８８５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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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２０１３年环境保护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有关规定，火电、钢
铁行业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实施，《公告》颁布之日行业排放标准中尚未发布特别排放限值标准的石化、化工、有色、
水泥行业，待行业排放标准修改完善并明确了特别排放限值后，执行时间与行业排放标准发布时间同步。具体参照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４９１５－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３－１发布）、《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３１５７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７－１发布）、《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３１５７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７－１发布）、《铝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修改单》（环保部公告２０１３年第７９号）（２０１３－１２－２７发布）、《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环保部
公告２０１３年第７９号）（２０１３－１２－２７发布）等行业排放标准的发布时间。

有关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氮氧化物排放的数据，现有公开资料中仅有《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公
布的数据。



表１（续）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ＯＡ 税前利润／年末资产总额 １７８８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３

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 工业废气排放量的自然对数 ２８９１ １０．８３１ １．０５７ ３．８２９ １５．４７６

ＰＭ２．５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２８９１ ４３．９５９ １９．５５３ ３．５９６ １１０．１２１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经济增长率 ２８９１ １０．３２７ ３．８９９ －１２．３００ ２５．６００

ｌｎ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自然对数 ２８９１ ８．３４０ １．０８４ １．９４６ １１．４４９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年末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 ２８９１ ５．９１８ ０．６５４ ３．０４５ ８．１３３

ｌｎＰｅｒ＿ｅｘｐ 人均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 ２８９１ ８．６８６ ０．６５８ ６．８５２ １１．６０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２８９１ ４８．２７１ １０．２４０ １４．９５０ ８９．３４０

ｌｎ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自然对数 ２８９１ ７．２１５ １．８６１ －２．０４０ １２．０１０

四、实证分析

（一）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有效性检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研究其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前提条件。因

此，检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能否有效减少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而促进城市空气质量

的改善。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中介变量，借鉴祝树金和汤超（２０２０）［３６］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２）－模型（４）：

ＰＭ２．５ｉｔ ＝α０＋α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λ′Ｘ＋νｉ＋υｔ＋εｉｔ （２）
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ｉｔ＝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ξ′Ｘ＋νｉ＋υｔ＋τｉｔ （３）
ＰＭ２．５ｉｔ ＝γ０＋γ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γ２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ｉｔ＋η′Ｘ＋νｉ＋υｔ＋ωｉｔ （４）

其中，被解释变量ＰＭ２．５ｉｔ为城市ｉ在ｔ年的年均ＰＭ２．５浓度，用以度量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Ｓｑｕｉｚｚａｔ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３７］；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对数值；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为城市 ｉ在第 ｔ
年是否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代理变量，为本部分的核心解释变量。Ｘ为一组控制变量向
量，包括年末常住人口（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人均财政支出（ｌｎＰｅｒ＿ｅｘｐ）、第二产业产值占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外
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ｌｎＦＤＩ）。νｉ和υｔ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τｉｔ、ωｉｔ分别表
示对应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表２第（１）－（３）列报告了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列为模型（２）的回归结果，说
明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下降。第（２）列对应模型
（３）的回归结果，说明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能够显著减少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
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工业废气排放量对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且与第（１）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回归系数相比，在控制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之后，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
小及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这就意味着工业废气排放量是该政策促进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下降的
中间渠道，也即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通过减少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而促进了 ＰＭ２．５
浓度下降，城市空气质量得以改善。

此外，检验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重点控制区城市经济增长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影响，结果如表２第（４）列和第（５）列所示。可以看出，相对于非重点控制区城市，该政策的实施使得
重点控制区城市经济增长率提升了１．７５９个百分点。第（５）列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表明城市实施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该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并无显著影响。综上可知，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作为工业废气排放的末端管控型政策，可以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改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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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环境质量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变量 （１）ＰＭ２．５ （２）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 （３）ＰＭ２．５ （４）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５）ｌｎ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１．３９０

（－２．０３）
－０．１２７

（－１．８２）
－１．２０８

（－１．７７）
１．７５９

（５．８２）
０．０５４
（１．０７）

ｌｎＷａｓｔｅ＿ｇａｓ
１．４２４

（４．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８９１ ２８９１ ２８９１ ２８９１ ２８９１

调整后Ｒ２ ０．９２７ ０．８２９ ０．９２８ ０．６６８ ０．８７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

采用三重差分法考察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效应。表３报告了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回归结果，也即模型（１）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了企业、年份、
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之后，第（１）列仅加入三重差分交互项进行回
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第（２）列在加入控制变量之
后，回归结果基本不变，估计系数为－０．０２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为排除企业间可能存在
的个体显著性差异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下的三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３第（３）－（４）列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系数始终为负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与第（１）－（２）列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
负，从而验证了假设１。

表３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

变量
三重差分法（ＤＤＤ）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三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ＤＤ）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２５

（－１０．８４）
－０．０２６

（－１７．９６）
－０．０２４

（－１１．２９）
－０．０２６

（－１５．６１）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０

（４．１０）
０．０１２

（６．４４）
０．０１０

（４．１７）
０．０１２

（６．５７）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０５
（－１．２９）

－０．００４
（－１．１９）

Ｌｅｖ
－０．０７８

（－５．３３）
－０．０７９

（－５．４０）

Ｃａｐｉｎｔ
－０．０３７

（－４．２６）
－０．０３５

（－３．８９）

Ｉｎｖｅｎｔ
０．０７４

（３．０１）
０．０７７

（２．８５）

·１８·

　淦振宇，踪家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吗？———基于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准自然实验



表３（续）

变量
三重差分法（ＤＤＤ）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三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ＤＤ）

（１） （２） （３） （４）

ＲＯＡ
－０．１５６

（－８．３４）
－０．１５７

（－８．０９）

常数项
０．１６４

（１１０．４２）
０．３０７

（４．１５）
０．１６４

（１２９．３０）
０．２９９

（３．９８）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６８４ １７６８４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３１ ０．４４１ ０．４２９ ０．４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三重差分法适用的前提，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应具备相同的趋势。

为此，采用事件分析法（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将城市是否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
策这一事件拆分至每一年。图１为三重差分平行趋势图，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的估计系数及其９５％的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均涵盖了０，估
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并无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之后，三重差分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不为０，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综上所述，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均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因而采用三重差分法获得的结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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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２．替换ＥＴＲ的度量方法
为了避免指标度量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对结果产生干扰，采用其他方式测算被解释变量（ＥＴ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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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对模型（１）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而言，采用如下三种替换公式计算企业实际税负：（１）ＥＴＲ１＝（所得
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Ｐｏｒｃａｎｏ，１９８６）［３４］；（２）ＥＴＲ２＝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递
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ＳｔｉｃｋｎｅｙａｎｄＭｃＧｅｅ，１９８２）［３５］；（３）ＥＴＲ３＝（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各项
税收返还）／营业收入（杨旭东等，２０２０）［１９］。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３）列所示，可以发现，核心解
释变量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估计系数始终为负（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与表３的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改变被解释变量（ＥＴＲ）的测算方法不会影响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３．剔除企业迁移的影响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重点控制区的重点行业内企业施加了环境规制压力，进而对企

业经营活动和行为决策产生了影响。因此，可能存在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因而从

重点控制区搬迁至非重点控制区的现象，从而对前述结论造成偏差。为此，通过核实企业地址变更情

况，发现在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实施之后有８８家企业的地址发生了变更，其中有２５家企业由重点控制
区搬迁至非重点控制区，在剔除这２５家企业之后重新对模型（１）进行回归，表４第（４）列报告了相应
的回归结果，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２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与表３的回归结果
一致，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４　稳健性分析

变量 （１）ＥＴＲ１ （２）ＥＴＲ２ （３）ＥＴＲ３ （４）ＥＴ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２０

（－６．３０）
－０．０３５

（－６．０４）
－０．００９

（－５．５１）
－０．０２６

（－１６．８８）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５
（１．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５

（１．７６）
０．０１２

（２．６４）
０．００６

（２．３５）
０．０１１

（６．０３）

常数项
０．２１６

（２．０９）
０．３６４

（４．９９）
０．０３８

（１．９３）
０．３１１

（４．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６３２

调整后Ｒ２ ０．３８９ ０．３９３ ０．７７８ ０．４４４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４．安慰剂检验
为了验证企业实际税负下降的原因是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实施，而非受到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

所影响，借鉴Ｃａｉ等（２０１６）［３８］的做法，从２８５个城市中随机无放回抽取４７个城市构建虚拟实验组，通
过安慰剂检验方式进一步验证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基于随机抽取的虚拟实验

组，由模型（１）可得到相应的估计系数。将上述无放回随机抽样重复１０００次，可获得１０００个估计系
数，由此便可估计其核密度，具体如图２所示。由１０００次无放回随机抽样结果可知，虚拟政策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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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均值为０．０００７１４３，标准差为０．００７３５３２，表明在通过无放回抽样构造虚拟实验组时，１０００个
虚拟实验组的平均政策效果极小，即企业实际税负并未受到影响。此外，政策变量的真实估计系数为

－０．０２７１，１０００次随机模拟中有９８８次大于这一真实值（９８．８％），并且大多数模拟估计系数的ｐ值大
于０．１。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税率的降低是由特别排放限值政策所致，不存在其他未观测到的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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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安慰剂检验

（四）机制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本部分检

验该政策对企业实际税率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下，受管控企业需

要严格满足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因而会强化企业的环境责任及生产中的环境表现。一方面，好的环

境绩效有助于提升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能力（黎文靖和路晓燕，２０１５）［１３］，同时，环境规制会使企业环
保投入所需债务融资增加，符合税法规定的企业环保活动所产生的债务利息抵扣，有助于降低企业税

负。另一方面，对环境责任的承担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因此，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

税盾和得到的税收优惠应该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税负影响的中间渠道。

１．债务融资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往的研究通常以企业债务融资规模衡量其产生的税盾效应，但是企业债务融资中往往包含不

产生显性利息支出的商业信用融资（刘行等，２０１７）［７］，因而容易对结果造成一定偏差。为此，加入利
息支出这一债务税盾效应的直接来源，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５）－模型（７），检验环境规制是否通
过增强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税盾，进而对企业实际税负产生作用：

Ｌｏａｎｉｊｔ＝α０＋α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α２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α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λ′Ｚ＋μｃ＋νｉ＋υｔ＋
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５）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ｊｔ＝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β２Ｌｏａｎｉｊｔ＋β３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β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ξ′Ｚ＋μｃ
＋νｉ＋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６）
ＥＴＲｉｊｔ＝γ０＋γ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γ２Ｌｏａｎｉｊｔ＋γ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ｊｔ＋γ４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γ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

＋η′Ｚ＋μｃ＋νｉ＋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７）
其中，Ｌｏａｎｉｊｔ表示企业债务融资，采用企业年末（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总资产衡量；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ｊｔ为企业
利息支出，采用利息费用 ／利润总额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他变量同模型（１）。模型中系数γ１表示特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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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限值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包括并行中介效应与链式中介效应两类，系

数大小分别为α１γ２、β１γ３和α１β２γ３，总体中介效应即为各类中介效应系数值的总和。
表５第（１）－（４）列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由第（１）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系数可知，特别

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总效应为－０．０２６；第（２）列的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显
著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第（３）列的结果显示，企业债务融资与利息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该政策
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利息支出的增加。由第（４）列可知，当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企业债务融资、利息
支出同时作用于企业实际税负时，均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由第（４）
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系数可知，该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直接效应显著，因而企业债务
融资和利息支出在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过程的总体

中介效应大小为 －０．００３２６，约占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总效应的１２．４％①，因而该

机制过程可以解释此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影响的１２．４％。
２．税收优惠的中介效应检验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８）和模型（９），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企业税收优惠的增加，进而对企业实

际税负产生影响。由于企业收到的税收返还包括所得税、增值税等各项税收返还，难以区分开来，因此

以企业总体实际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税收优惠如何在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与企业整体实际税负

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ｉｊｔ＝η０＋η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η２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η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ψ′Ｚ＋μｃ＋νｉ＋
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８）

ＥＴＲｉｊｔ＝ξ０＋ξ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ξ２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ｉｊｔ＋ξ３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ξ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ζ′Ｚ＋
μｃ＋νｉ＋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９）
其中，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ｉｊｔ表示企业税收优惠，采用企业收到的各项税收返还 ／利润总额进行标准化处理。
ＥＴＲ３ｉｊｔ表示企业总体实际税负水平，具体计算公式为：ＥＴＲ３＝（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各项税收返
还）／营业收入（杨旭东等，２０２０）［１９］；其他变量同模型（１）。模型中系数ξ１表示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
业整体实际税负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系数大小为η１ξ２。

表５第（５）－（７）列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由第（５）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回归系数可
知，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的总效应为 －０．００９；第（６）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实施该
政策之后，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显著增加；由第（７）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回归系数可知，该政
策对企业整体实际税率的直接效应显著，因而税收优惠在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与企业整体实际税率

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该过程的中介效应大小为 －０．０００８６，约占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
策对企业整体实际税率总效应的９．８％②，也即该机制过程可以解释该政策对企业整体实际税率影

响的９．８％。

表５　机制分析

变量
债务融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税收优惠的中介效应检验

（１）ＥＴＲ （２）Ｌｏａｎ （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４）ＥＴＲ （５）ＥＴＲ３ （６）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 （７）ＥＴＲ３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２６

（－１７．９６）
０．００６

（１．７８）
０．０２６

（３．７０）
－０．０２３

（－１８．１５）
－０．００９

（－５．５１）
０．０５７

（１．９３）
－０．００８

（－４．９５）

Ｌｏａｎ
０．３８４

（１７．３５）
－０．０４４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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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将总体中介效应除以表５第（１）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系数得到。
将该过程的中介效应大小除以表５第（５）列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系数得到。



表５（续）

变量
债务融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税收优惠的中介效应检验

（１）ＥＴＲ （２）Ｌｏａｎ （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４）ＥＴＲ （５）ＥＴＲ３ （６）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 （７）ＥＴＲ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０．１０４

（－１７．６８）

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
－０．０１５

（－１３．９９）

常数项
０．３０７

（４．１５）
－０．１９７

（－２．４４）
０．０８０
（０．６１）

０．２９８

（４．４９）
０．０３８

（１．９３）
１．１２５

（１０．８６）
０．０５５

（２．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４１ ０．８２２ ０．６９５ ０．４７１ ０．７７８ ０．５９１ ０．７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五）异质性分析

１．企业所有制
本部分考察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将企业统筹

分为国企与非国企两类，然而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国企也可能存在税负差异。为此，参照刘骏和刘

峰（２０１４）［３９］的做法，在区分样本企业为国企或非国企之后，进一步将国企按照所属政府层级细分
为央企、省属国企和市属国企，以便更清晰地考察该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回归结

果见表６。
由表６第（３）、（５）、（７）、（９）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政策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市

属国企的实际税率（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且市属国企的实际税率降幅更大；省属国企的实际税率
也有所下降，但不显著；央企的实际税率有所上升，该估计系数也不显著。上市公司多为地方的重点

税源企业，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地方政府通常有动力在税收征管上给予当地纳税大户一定的优惠

（席鹏辉，２０１７）［２５］。因此，为验证上述结果是否来自征管机构的差异，依据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相关内容，按照企业成立年份区分各子样本中由地税局征管的企业①。对比表６中第（１）列与第
（２）列的结果可知，全样本中由地税局征管的企业实际税率的降幅远高于整体样本水平；类似地，通过
对比可知，民营企业、市属国企中由地税局征管的企业实际税率的降幅分别较其子样本整体水平高出

１．０和１．５个百分点。对于省属企业而言，由地税局征收的企业与子样本整体水平差异不大。由此可
知，环境规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优惠是引起当地企业实际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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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２００２年所得税改革为界，除央企和外资企业外，２００２年以前成立的企业归地税局征管；２００２年以后成立的企
业归国税局征管。



表６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区分企业性质

变量
全样本

（１） （２）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市属国企 省属国企 央企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２６

（－１７．９６）
－０．０４０

（－３．６９）
－０．０３８

（－７．３８）
－０．０４８

（－４．９１）
－０．０５６

（－３．２１）
－０．０７１

（－４．９１）
－０．０２２
（－０．８８）

－０．０１９
（－１．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８０）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１．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５３）

０．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３０

（－４．６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２

（６．４４）
０．０１７

（２．６２）
０．０１７

（３．７７）
０．０２６

（２．６９）
０．０１４
（０．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９４）

０．００５
（０．５１）

０．００８
（０．８５）

－０．００８
（－０．８０）

常数项
０．３０７

（４．１５）
０．３１０

（４．２７）
０．３５８

（８．０５）
０．３１６

（６．１５）
０．４１０

（２．２９）
０．３７０

（２．０９）
０．４５３

（３．１６）
０．４５０

（４．３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５）

是否地税征管 － 是 － 是 － 是 － 是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８８５ １１６４１ ８８９３ ６０１１ ３５８６ ３３７１ １８６５ １６９７ ２７８４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４１ ０．４５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１４ ０．５２６ ０．５２３ ０．５６７ ０．５７１ ０．４９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２．城市产业结构
为了研究城市间产业结构差异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实际税率关系的影响，采用城市第二产业

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地方产业结构。为稳健起见，采用均值及中位数两种分类方法将样本分
为第二产业占比高组与第二产业占比低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７。第（１）列和第（３）列为采用均
值分组的结果，由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回归系数可知，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高的城市，特别排
放限值政策使得企业实际税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下降；而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低的城市，该政
策对企业的实际税率无显著影响。第（２）列和第（４）列采用中位数分组方法亦得到类似的结
果，说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并同时说明在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

税负具有显著降低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第二产业以污染密集型行业居多，因而受环境规制

影响较大，为了兼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在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往往在保护本

地高利税、促增长的污染型产业方面的动机更为强烈，为此通常会提供补贴和税收征管上的优

惠。此外，为了抑制本地高纳税污染产业外迁和吸引外地流动要素，地方政府之间会展开激烈

的税收竞争，加剧企业税负的降低。因此，在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

负的降低作用越明显，从而验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３。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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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区分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变量
第二产业占比高组 第二产业占比低组

（１）Ｍｅａｎ （２）Ｐ５０ （３）Ｍｅａｎ （４）Ｐ５０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３５

（－１０．６７）
－０．０３１

（－１０．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５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４１）

－０．００６
（－０．５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３

（４．０９）
０．０１２

（３．６０）
－０．０２４
（－１．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７）

常数项
０．３９５

（４．６７）
０．４００

（３．８１）
０．２４１

（２．４３）
０．２５５

（２．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９６６ ８９４３ ７９１９ ８９４２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６２ ０．４５６ ０．４７３ ０．４７３

　　注：和表示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３．财政压力
在不同的财政压力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因此，采用地方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度量地方财政压力。同样地，采用均值及中位数两种方法

将样本分为财政压力高组与财政压力低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８第（１）－（４）列。第（１）列和第（３）列
为采用均值分组的结果，对比第（１）列与第（３）列可知，相较于财政压力高的城市，在财政压力低的城
市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政策使得企业实际税率降幅更大；第（２）列和第（４）列采用中位数分组也得到了
一致性结果。此外，为排除规模效应的影响，采用其他方法重新度量地方财政压力的大小，具体计算

方法为：（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ＧＤＰ，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８
第（５）－（８）列。同样地，在财政压力越低的城市，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税负的降低作用越
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财政压力的上升往往伴随着地方环境治理事务的增多，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会不断激化，因而地方

政府会增加对企业的税收攫取，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强度，挤压企业的减税降费空间。因此，在财政压

力越大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率的降低作用越弱，从而验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５。

表８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区分城市财政压力

变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

财政压力高组 财政压力低组 财政压力高组 财政压力低组

（１）Ｍｅａｎ （２）Ｐ５０ （３）Ｍｅａｎ （４）Ｐ５０ （５）Ｍｅａｎ （６）Ｐ５０ （７）Ｍｅａｎ （８）Ｐ５０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２６

（－２．９６）
－０．０３０

（－３．７６）
－０．０４１

（－５．５６）
－０．０４６

（－３．０８）
－０．０３８

（－４．３５）
－０．０３２

（－４．７８）
－０．０５７

（－１１．７８）
－０．０３６

（－３．１９）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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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续）

变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

财政压力高组 财政压力低组 财政压力高组 财政压力低组

（１）Ｍｅａｎ （２）Ｐ５０ （３）Ｍｅａｎ （４）Ｐ５０ （５）Ｍｅａｎ （６）Ｐ５０ （７）Ｍｅａｎ （８）Ｐ５０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４
（－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１．１９）

０．０１３
（１．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４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４

（５．４７）
０．０１２

（９．８４）
０．０２９

（２．９６）
０．０３３
（１．６６）

０．０１０

（７．３４）
０．０１２

（５．３８）
０．０４９

（１１．８５）
０．０２８

（１．８４）

常数项
０．１６３
（１．２９）

０．２７６

（３．６７）
０．３４７

（４．１６）
０．２８１

（２．３３）
０．２３８

（２．２１）
０．２９５

（３．３０）
０．３３８

（３．３５）
０．３０７

（２．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１２８ ８９４３ １２７５７ ８９４２ ６７４４ ８９４３ １１１４１ ８９４２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５１ ０．４７０ ０．４４７ ０．４４５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５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五、进一步分析

企业税负的减少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那么，环境规制引发的企业税负降

低能否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激励企业环保技术创新？为此，分别选取销售利润率、绿色专利发明数量

度量企业经营绩效及环保技术创新。构建模型（１０）和模型（１１）检验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引致的企业
税负降低对其经营绩效及环保技术创新的影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ｊｔ＝τ０＋τ１ＤＤＤｉｊｔ×ＥＴＲｉｊｔ＋τ２ＤＤＤｉｊｔ＋τ３ＥＴＲｉｊｔ＋ρ′Ｚ＋μｃ＋νｉ＋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１０）

ＧｒｅｅｎＲＤｉｊｔ＝σ０＋σ１ＤＤＤｉｊｔ×ＥＴＲｉｊｔ＋σ２ＤＤＤｉｊｔ＋σ３ＥＴＲｉｊｔ＋ω′Ｚ＋μｃ＋νｉ＋υｔ＋φｊｔ＋ｐｔ＋εｉｊｔ
（１１）

其中，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ｊｔ代表企业的经营绩效；ＧｒｅｅｎＲＤｉｊｔ代表企业的环保创新水平；ＤＤＤｉｊｔ为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ｔ的缩略形式，是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实施与否的虚拟变量；ＤＤＤｉｊｔ×ＥＴＲｉｊｔ为特别排放限值政
策与企业实际税率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同模型（１）。由表９的回归结果可知，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引发的
企业税负降低，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经营绩效，提高企业环保创新水平。具体地，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由表９第（２）列ＤＤＤ×ＥＴＲ的回归系数可知，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引发的企业税负降低促进企业销
售利润率增长了１４．６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样地，由第（４）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特别排放限值
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明数量增加了３．７３５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环境规制能够引致企业实际税率降低，减税降费能够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企

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得其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环保等技术创新中，进而提高企业的环保技术创新

水平。综上可知，环境规制引发的企业税负降低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而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

和环保技术创新水平。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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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进一步分析

变量
企业经营绩效 绿色专利发明数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ＤＤ×ＥＴＲ
０．１８８

（３．９０）
０．１４６

（３．７３）
３．８５５

（５．８５）
３．７３５

（５．７１）

ＤＤＤ
－０．０１１
（－１．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６５）

－１．８９７

（－２．８４）
－１．８７４

（－２．６０）

ＥＴＲ
－０．０５９

（－２．７７）
－０．０８１

（－５．７３）
０．２３２
（０．３０）

０．３０４
（０．３５）

常数项
０．１２７

（３６．６５）
－０．０２３
（－０．３３）

１．３５６

（１３．１７）
－１０．２７８

（－４．４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１７８８５

调整后Ｒ２ ０．６４８ ０．６８８ ０．６７９ ０．６７９

　　注：和表示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行业层面。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由政策预评估结果可知，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重点控制区工业废气减

排，实现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在此基础上，采用三重差分法（ＤＤＤ）、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由研究
结果可知，在重点控制区的重点行业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一步，企

业债务融资的利息税盾效应和税收优惠的增多是该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实际税负降低的重要渠道；异

质性分析显示，特别排放限值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地方市属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对央企和

省属国企的实际税负无显著作用；在第二产业占比高、财政压力小的城市，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

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引发的企业税负降低能够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增加

企业绿色专利发明数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工业污染问题依然严峻，需要充分发挥排污标准优化工业生产方式的倒逼机制，尽快

完成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化改造。本研究表明，２０１３年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通过有效控制
重点控制区的工业废气排放进而改善了空气质量，实现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双赢”。为促进工业

污染物的持续减排，需要不断强化排污标准、严格环境准入，加快推进重化工业等高污染行业的绿色

化生产。本研究为使用排污标准类环境规制实现对工业污染源的有效控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也充分肯定了强化行业排污标准和采用命令型环境规制严格实现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倒逼机制的有益

性与必要性。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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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及其配套的财税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绿色税制对企业环保活动的

积极引导作用。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税负水平的下降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压力。本研究显示，

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税负下降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企业环保创新水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

加强环境规制与财税激励的有效联动，形成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双重激励，促进企业完成绿色化升

级转型，从而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

第三，多层面协调地方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合理发挥政府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引导作用。从微观

层面看，不同企业在经营目标、环保动机和政企关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既要避免“一刀切”

给予企业税收激励，同时也要推进环保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开化与透明化，进而保障企业从事环保活动

享有优惠政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从中观层面看，对高污染产业的过度依赖会放松地方政府的税收

征管力度，进而可能减弱环境治理效果，因此，需要增强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绿色发展理念，规范地

方政府的征管行为，合理引导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生产方式绿色化。从宏观层面看，地方财

政压力不同引致的地区间税收征管不平衡会带来企业税负上的差异，进而加剧地区不平等现象。因

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各地方的税收征管，建立适当的地区间财力协调机制，进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推

动地区间环境治理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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