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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

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

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 1997—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

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①金融发展与能源

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

效应;②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

水平，FDI 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③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

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

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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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

是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基础上。中

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为

43 亿 t 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23%［1］。与此同

时，目前中国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还不充分，以

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不容乐观，巨大的煤炭消费对

资源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

本积累、投资效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一

国或地区能源消费的总量和结构。然而，在学术研究层

面，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工业化、

城镇化等因素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这一

重要因素［3－5］。关于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研究很少，并

且少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作为现代经济的

核心，金融发展能否缓解能源消费压力? 金融发展影响能

源消费的具体渠道是什么? 这些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进行

系统深入的研究。

1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对于能源消费是如何决定的，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工业

化、城镇化等因素对一国或地区能源消费的影响。刘凤朝

和孙玉涛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

消费密度、节约能源消费的同时，也改善了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5］。丁建勋研究发现，第二产业的增长提高了能源消

费增长率，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

率却没有显著影响［6］。王蕾和魏后凯研究表明，在全国层

面，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净效应为正，并且城

镇化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 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城镇化

发展面临的能源消费压力最大［7］。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涉足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主要从经济

增长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影响一国或地区的能源消费。

在经济增长渠道层面，金融发展通过企业生产扩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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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和环保意识行为变化，对一国的

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产生影响。第一，从企业角度来讲，

金融发展有利于企业新建生产线、购买大型设备、雇佣更

多员工，扩大生产规模并开展更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

增加能源消费［8－9］。第二，从消费者角度来讲，金融发展

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刺激更多地购买汽

车、房屋以及空调、冰箱等耗能消费品，拉动能源消费［10］。

第三，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比重上升，能源消费逐渐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11］。第四，从人们的环保意识与行为

角度来看，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环境意识越

发强烈，节能减排和低碳出行深入人心，能源消费也从单

纯的“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12］。

在技术创新渠道层面，金融发展在促进节能技术创新

的同时引导产业和能源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一国或地区能

源消费的总量和结构。首先，金融市场的繁荣能够吸引高

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以及更多的 Ｒ＆D 投入，在促进本地

区技术创新的同时，也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升级的

机会和动力，从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清洁能力，降低

能源消费［13－14］。其次，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节能减排

项目提供融资便利和激励，同时，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贷

款者和借款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提升投资项目的事前选择

和事后监督的效率，使资本依赖较高的能源节约型产业能

获得更好的发展，从而引导产业和能源结构的升级，促进

低碳经济发展［15－16］。综合来看，上述经济增长、技术创新

两种渠道，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增长渠道的作用

方向并不一致，所以，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可能存

在门槛效应。

实证研究方面，运用 1990—2006 年 20 个新兴市场国

家的数据，Sadorsky 利用五种金融发展测度指标、线性动

态面板模型以及 GMM 方法的研究发现，以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重、股票交易额占 GDP 的比重和股市周转额作

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时，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10］。Shahbaz et al．使用 AＲDL 边界测度方法，研

究发现在巴基斯坦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17］。

Islam et al．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检验了 1971—

2008 年马来西亚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人口规

模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能源消费在短期和长期都受到经

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影响［18］。孙浦阳等对 1985—2007 年

全球 55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确会影

响能源需求与消费，进而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19］。

刘剑锋利用 AＲDL-ECM 模型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能源

消费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能源消费对金融

发展的影响程度更大［20］。倪超军和马雪琴利用省际面板

数据，通过面板 PVAＲ 的实证方法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

展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金融发展对低碳经济的引

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技术创新尤其是碳技术的进步，是

我国节能减排的关键因素［21］。

综上所述，在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方面，国内外学

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

上述研究文献一般为长期或短期动态关系分析和线性模

型回归，很少考虑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并且，对于金

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分析也不够清晰。在国内外

学者研究基础上，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可能存

在非线性关系，本文运用 1997—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能源消

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渠道。

2 模型、变量和数据

2．1 模型设定

参照 Chang Shuchen［22］的研究方法，本文首先构建线

性面板模型如下:

Energyit =μi+θ1FDit+θ
' xit+εit ( 1)

( 1) 式中，Energyit为能源消费; FDit为核心解释变量金

融发展水平;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水平、技

术创新能力、贸易开放度、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 μi 表

示反映地区个体差异的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为了检验在不同的经

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异，借鉴 Hansen［23］的做法，以经济增长水平为门槛值，构

建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分段函数。本文先假设存

在“单门槛效应”，在模型 ( 1) 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

如下:

Energyit =μi+FDit I( qit≤γ1 ) A1+FDit I( qit≥γ2 ) A2+

B' xit+εit ( 2)

( 2) 式中，I ( ·) 为指示函数; 参数 qit 为外生门槛变

量，用经济增长水平衡量; γ1、γ2 是门槛值; A1、A2 和 B' 为

待估参数; 其他变量同( 1) 式。此外，多门槛模型可由模型

( 2) 扩展得到，具体采取单门槛或是多重门槛模型，还需

进一步检验。

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人均能源消费 ( Energyit ) : 各省份能源消费总量与年

末人口数之比。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次电

力及其他能源，消费量以消耗标准煤的实物量核算，单位

是万 t 标准煤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缺少 2000 年、

2001 年和 2002 年宁夏的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2002 年海南

的能源消费数据，本文通过加权平均法将所缺数据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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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人口数据为当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数，2005 年起各

省份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

2．2．2 解释变量

根据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数据的可

获性，本文从 4 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①信贷规模

( FD1 ) ，指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占 GDP 的比重，比重越大表

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

该指标能够反映中国金融发展现状，同时也是目前最常用

的衡量 金 融 发 展 水 平 的 指 标。②证 券 市 场 融 资 规 模

( FD2 ) ，指证券市场融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证券市场融

资总额为股票首发、定向增发、公开增发、配股、可转债发

行和债券发行总额，反映从证券市场视角衡量的金融发展

水平。③金融业竞争指数( FD3 ) ，指樊纲等［24］编制的《中

国市场化指数》中构建的金融业竞争指数，为非国有金融

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金融业

竞争程度越高，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市场化指

数》只给出了 1997—2009 年中国各省份的金融业竞争指

数，因此本文采取平均增长率法补充了该指数 2010—2015

年的数据。④FDI 规模( FD4 ) ，指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从国外融资视角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

2．2．3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 GDP) ，本文以人均实际 GDP 为衡量

指标。技术创新能力 ( Innovation) ，以人均专利申请数为

衡量指标。贸易开放度 ( Open) ，以各省份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一方面增加能源密集产品

的出口，导致能源消费增加; 另一方面产生技术效应，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费。工业化程度( Industry) ，以

工业部门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衡量指标。工业部门增

加值越多，说明工业化程度越高，能源消耗越多。城镇化

水平( Urban) ，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

以上变量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份统计年

鉴、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各 省 份 官 网，以 及 iFinD 和 Wind 数

据库。

3 实证分析过程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了 1997—201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 1997

年以前重庆属于四川省，没有对应数据，因此数据起始年

份为 1997 年) ，共包含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 《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中的“地区能源平衡表( 实物量) ”公布了除西藏

以外的各省份终端能源消费，因此样本包括剔除西藏后的

30 个省份) 。表 1 给出了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定义和统计

描述。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
Tab．1 Definition of the variables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项目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能源消费( Energy) 570 2．47 1．48 0．48 8．09

信贷规模( FD1) 570 1．07 0．31 0．55 2．25

解释变量
( 金融
发展)

证 券 市 场 融 资 规 模
( FD2)

570 0．08 0．29 0 2．96

金融业竞争指数( FD3) 570 6．86 3．60 0．48 17．60

FDI 规模( FD4) 570 0．03 0．03 0 0．25

经济增长水平( GDP) 570 2．43 2．12 0．22 10．80

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能力
( Innovation)

570 3．30 6．15 0．09 43．32

贸易开放度( Open) 570 0．30 0．39 0．01 1．77

工业化程度( Industry) 570 0．30 0．10 0．05 0．63

城镇化水平( Urban) 570 0．46 0．15 0．19 0．90

注: 所有缺失数据均通过加权平均法或平均增长率法补全。

3．2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单一检验的局限，本文使用了两种单位根检验

方法: Levin、Lin and Chu 检验和 Fisher 检验。原假设为存

在单位根，利用 LLC 和 Fisher 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面

板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除 FD4、Open、Industry 三

个变量外，其余的原变量均存在单位根，即为不平稳序列。

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

示大部 分 变 量 通 过 了 检 验，为 平 稳 序 列，只 有 FD2 和

Innovation 两个变量仍存在单位根。为了增加数据的平稳

性，减少异方差，本文所有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此外，考虑到相关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对解

释变量进行了容忍度和逐步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

因子 VIF( 容忍度的倒数) 均在 1 到 10 之间，逐步回归后

也没有自变量被删除，因此，我们认为多重共线性问题并

不存在。

3．3 实证结果分析

3．3．1 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首先需要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确定门槛

的个数以及模型的具体形式。对模型( 2) 而言，门槛效应

的原假设为: H0 : A1 = A2，若原假设成立，表明不存在门槛

效应; 如果拒绝原假设，则存在单门槛效应。在单门槛基

础上进行双重门槛显著性和置信区间检验，若未通过检

验，则接受单门槛假设; 若通过，则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

此类推。本文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经济增长水平为门

槛值，经过 3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得到具体的 F 统计量

( 见表 2) 。结果发现，信贷规模( FD1 ) 作为金融发展指标

时，单重、双重门槛检验显著，三重门槛没有通过检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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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用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分别为人均 GDP 处于

1．450 6 和 5．924 8 水平; 证券市场融资规模( FD2 ) 、金融业

竞争指数( FD3 ) 作为金融发展指标时，只有单门槛分别在

10%、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 FD2、FD3 对能源消费

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1．465 5 和 4．737 7; 金融发

展指标为 FDI 规模( FD4 ) 时，单重、双重、三重门槛检验均

不显著，因此不存在门槛效应。

3．3．2 估计结果分析

表 3 给出了运用基准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估计的结

果，其中模型( 1) 、( 2) 、( 3) 、( 4) 的解释变量是分别用信贷

规模( FD1 ) 、证券市场融资规模( FD2 ) 、金融业竞争( FD3 )

和 FDI 规模( FD4 ) 来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

首先在基准模型( 即( 1) 式) 中，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方

法，表 3 第 1 行结果显示，模型( 1) 、( 2) 、( 3) 中，只有 FD1

作为解释变量时，估计参数在 10%水平下显著，其余两个

衡量指标 FD2、FD3 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简单的线性模

型并不能准确检验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运用门槛效应模型( 即( 2) 式) 的估计结果显示，第 1

列模型( 1) 中，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倒 U 型关

系，并且信贷规模对能源消费有明显的“阶梯特征”，即当

经济增长水平较低( 人均 GDP 低于门槛值 1．450 6 万元)

时，信贷规模对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增强作用，并且信贷规

模每增加 1%，能源消费增加 0．213 7%; 当经济增长水平超

过第一门槛值时( 人均 GDP 处于 1．450 6 万 ～5．924 8 万元

之间) ，信贷规模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当经济增

长水平超过第二门槛值( 人均 GDP 大于 5．924 8 万元) ，

信贷规模对能源消费呈现减弱作用，且减弱作用更大，减

弱作用影响系数( －0．355 4) 是之前增强系数( 0．213 7) 的

1．7 倍。第 2 列模型( 2) 中，当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 人均

GDP 低于门槛值 1．465 5 万元) ，证券市场较不发达，证券

市场融资规模对能源消费影响为负( －0．006 6) 但并不显

著; 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证券市场不断成熟，证券市

场融资规模扩张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费，呈现出显著的逐渐

加强的负效应( －0．028 1) 。第 3 列模型( 3) 中，金融业竞

争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与模型( 1) 类似，两者之间存在

明显倒 U 型关系。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金融业竞争

也不断加剧，对能源消费呈现出先增强 ( 0．142 6) 后减弱

( －0．092 0) 的影响，但减弱作用相对较弱。第 4 列模型

( 4) 中，FDI 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高度正相关，且外商

直接投资每增加 1%，能源消费相应提升 0．017 4%，FDI 规

模显著增强了能源消费。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水平较高

时，金融发展会降低能源消费，绿色金融效果显著。此外，

模型( 1) 和( 3) 均呈现出倒 U 型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金融

发展影响能源消费存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渠道，两种渠

道以及经济增长渠道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使

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中，上述 4 个模型经济增长水平系数在 1%

的水平都显著为正，也就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经济增长刺激了能源消费。技术创新对应的系数都为

负，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贸易开放度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对能源消费影响不大，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均

表 2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2 Ｒesult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金融发展指标 门槛模型 F 统计量 10% 5% 1%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单重 70．50＊＊＊ 35．76 42．39 58．53 5．171 1 ［5．048 3，5．176 8］

FD1 双重 28．74* 26．98 33．06 44．94
1．450 6 ［1．311 2，1．465 2］

5．924 8 ［5．449 8，6．127 4］

三重 17．80 26．92 33．80 38．78

FD2

单重 33．02* 29．00 34．88 47．98 1．465 5 ［1．438 8，1．465 9］

双重 18．53 29．64 36．73 50．49

三重 10．59 22．18 24．93 37．96

FD3

单重 45．75＊＊ 37．31 45．24 61．27 4．737 7 ［4．557 6，4．742 8］

双重 28．03 51．41 68．99 102．01

三重 14．52 46．61 58．56 81．17

FD4

单重 33．30 37．70 43．85 55．75

双重 24．45 38．64 45．25 68．13

三重 15．56 49．39 61．28 80．68

注: 表中的 F 值和 10%、5%、1%的临界值均为 3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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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强了能源消费。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如果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

在双向因果关系，上述门槛模型估计就会失去一致性和无

偏性。对于内生性问题，Arellano and Bond 最早提出了采

用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一阶差分 GMM 估计

法［25］，其后 Arellano and Bover、Blundell and Bond 又提出了

系统 GMM 估计法［26－27］，即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

水平值的工具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阶差分 GMM

估计中 的 弱 工 具 变 量 问 题。此 外，相 较 于 一 步 法 系 统

GMM，两步法( two-step) 估计能更好地消除自相关和异方

差的干扰。所以，本文最终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二步

法估计，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同时，也检验了门槛模型实

证结论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AＲ ( 1) 、AＲ

( 2) 的统计量表明残差项的差分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

表 3 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Tab．3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nergy consumption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信贷规模
( FD1)

证券市场
融资规模

( FD2)

金融业竞争
( FD3)

FDI 规模
( FD4)

基准模型
0．070 7* －0．009 3 －0．001 7 0．017 4*

( 1．86) ( －1．48) ( －0．29) ( 1．71)

FDit( qit≤γ1)
0．213 7＊＊＊ －0．006 6 0．142 6＊＊＊

( 4．85) ( －1．07) ( 5．04)

FDit( γ1＜qit＜γ1)
0．030 1

( 0．77)

FDit( qit≥γ2)
－0．355 4＊＊＊ －0．028 1＊＊＊ －0．092 0＊＊＊

( －6．09) ( －4．03) ( －6．60)

GDP
0．560 5＊＊＊ 0．489 5＊＊＊ 0．543 2＊＊＊ 0．494 0＊＊＊

( 24．72) ( 20．61) ( 24．37) ( 19．69)

Innovation
－0．090 3＊＊＊ －0．072 3＊＊＊ －0．078 8＊＊＊ －0．077 1＊＊＊

( －6．02) ( －4．94) ( －5．75) ( －5．43)

Open
－0．008 4 －0．011 3 －0．008 0 －0．009 9

( －0．67) ( －0．86) ( －0．63) ( －0．74)

Industry
0．126 0＊＊＊ 0．104 8＊＊＊ 0．139 3＊＊＊ 0．118 0＊＊＊

( 5．96) ( 4．56) ( 6．56) ( 5．28)

Urban
0．355 2＊＊＊ 0．437 7＊＊＊ 0．397 0＊＊＊ 0．427 6＊＊＊

( 6．24) ( 7．35) ( 6．86) ( 7．14)

Cons
0．906 1＊＊＊ 0．900 0＊＊＊ 0．961 5＊＊＊ 0．866 5＊＊＊

( 17．09) ( 13．86) ( 18．08) ( 13．73)

Ｒ2 0．482 8 0．430 9 0．444 3 0．461 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说明模型设定可取。Sargan 检验值

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说明系统 GMM 估计中

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与门槛模型估计相比，模型中的核心

解释变量 FD1、FD2、FD3 均不显著，而控制变量系数符号

和显著性偏差并不大，验证了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存在非

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此外，在影响渠道分

析中，分样本处理后，低、中、高经济增长水平对应的各门

槛区间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与门槛模型估计中各阶段较

为吻合，也进一步说明了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

系结论是稳健的。

4 影响渠道分析

4．1 模型与方法

因为 FDI 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时不存在门槛效应，本文

剔除 FDI 规模( FD4 ) ，保留其余三个金融发展指标: 信贷

规模 ( FD1 ) 、证 券 市 场 融 资 规 模 ( FD2 ) 和 金 融 业 竞 争

( FD3 ) ，进一步考察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和

技术创新渠道。

基于前面的门槛模型实证结果，FD1 作为解释变量时

是双重门槛模型，将样本分为三个阶段: 人均 GDP 低于第

一门槛值( qit≤γ1 ) 时为低经济增长水平阶段，介于第一门

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 γ1 ＜qit＜γ2 ) 为中等经济增长水平

阶段，高于第二门槛值( qit≥γ2 ) 为高经济增长水平阶段。

FD2、FD3 作为解释变量时是单门槛模型，只有低经济增长

水平和高经济增长水平两个阶段。针对不同的解释变量，

分样本情况如表 4 所示。

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交互项的方法，在经

济增长为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三个阶段分别引入金

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FDit ×GDPit ) 和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

( FDit×Innovationit ) 的交互项。引入交互项的模型为:

Energyit =μi+β1FDit+β2GDPit+β3 Innovationit+β4FDit

×GDPit+β5FDit×Innovationit+β
' xit+εit ( 3)

( 3) 式中，β1，β2，β3，β4，β5 和 β' 是待估计参数，xit 中除

表 4 分样本情况
Tab．4 Sample points

项目
FD1 FD2 FD3

门槛值 样本数 门槛值 样本数 门槛值 样本数

低经济
增长水平

qit≤1．450．6 255 qit≤1．465 5 258 qit≤4．737 7 498

中等经济
增长水平

1．450 6＜
qit＜5．924 8 267

高经济
增长水平

qit≥5．924 8 48 qit＞1．465 5 312 qit＞4．737 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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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控制变量外，还包括 FDI 规模，其余变量同上。

分阶段之后的样本数减少、变量数据关联度增加，为

有效解决变量数据之间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本文采

取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FGLS) 方法。

4．2 估计结果分析

将估计结果分三个阶段( 低经济增长水平、中等经济

增长水平、高经济增长水平) 展现，依次得到表 5、表 6、表
7，其中，模型( 1) 、( 3) 、( 5) 不加入交互项。总体来看，各

个阶段不加入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与表 3 的结果比较吻合，

进一步印证了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如表 5 所示，当经济处于低增长水平，即人均 GDP 低

于第一门槛值( qit≤γ1 ) 时，对比加入和不加入交互项的模

型，FD1、FD3 系数的符号没有变化，始终显著为正，说明低

增长水平下信贷规模和金融业竞争程度会加大能源消费，

而 FD2 的系数始终不显著，影响程度不明显。对于经济增

长渠道，( 2) 、( 4) 、( 6) 模型中，FD3 作为解释变量时交互

项( FDit×GDP) 显著为正，并且 FD3 的系数从 0．034 5 变为

0．101 2，正效应变化较大，说明经济增长渠道畅通并且效

果显著，经济增长能够增强金融发展 ( 金融业竞争) 对能

源消费的刺激作用，与本文预期的结果相符。对于技术创

新渠道，模型( 2) 、( 4) 、( 6) 中，交互项( FDit×Innovation) 均

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效果并不明

显。从 Innovation 的系数来看，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费均有

减弱效应; 但是，并未观测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减少

能源消费的渠道作用。

当处于中等经济增长水平时，即人均 GDP 介于第一

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 ( γ1 ＜ qit ＜ γ2 ) ，解 释 变 量 只 有

FD1，结果见表 6。其中，FDit×GDP 的系数显著为正、FDit×

Innovation 的系数不显著，由此可知经济增长渠道保持畅

通，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发展 ( 信贷规模) 拉动能源消费的

程度提高，而技术创新的渠道作用并未凸显。此外，两个

模型的系数都较为稳定，变化不大，也进一步证实了经济

增长渠道明显存在。

表 7 列示了高经济增长水平阶段，即人均 GDP 高于

第一或二门槛值( qit≥γ1 或 γ2 ) 的结果。对于经济增长渠

道，结合模型( 2) 和( 6) 的结果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知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

和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会降低能源消费。进一步，将样本

中人均 GDP 的均值带入到模型( 2) 、( 6) ，与 FDit系数进行

对比发现，FD1、FD3 的综合影响为负。模型 ( 4) 中，交互

项( FDit×GDP) 不显著，可能因为中国间接融资为主导的

格局，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通过经济增长影响能源消费的效

果较弱，很难观测到其影响。在模型( 2) 、( 4) 、( 6) 中，技

术创新渠道始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不畅通。值得注

意的是，模型( 1) 中 GDP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归因于

近些年中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

业结构调整，以及人们的节能减排意识与行为明显增强。

总体来看，针对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以及不同金融发

展指标，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渠道实证检验结果

存在明显的差异。①经济增长渠道: 信贷规模( FD1 ) 作为

解释变量时，在中、高经济增长水平下经济增长增强了金

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使得正向促进效果更强，负向

抑制效果也更强。在所有阶段，证券市场融资规模( FD2 )

对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渠道均未得到有效证据。在所有

表 5 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 低经济增长水平)
Tab．5 Channel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 low economic growth level)

变量
解释变量为 FD1 解释变量为 FD2 解释变量为 FD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Dit
0．746 2＊＊＊ 0．806 8＊＊＊ 0．031 4 －0．046 2 0．034 5＊＊ 0．101 2＊＊＊

( 8．80) ( 4．09) ( 1．50) ( －0．90) ( 2．37) ( 3．51)

GDP 0．463 0＊＊＊ 0．461 9＊＊＊ 0．408 6＊＊＊ 0．388 6＊＊＊ 0．579 2＊＊＊ 0．600 7＊＊＊

( 5．60) ( 5．59) ( 7．26) ( 5．98) ( 11．77) ( 12．47)

Innovation
－0．222 9＊＊＊ －0．224 0＊＊＊ －0．285 0＊＊＊ －0．290 7＊＊＊ －0．212 8＊＊＊ －0．293 0＊＊＊

( －4．71) ( －4．73) ( －9．19) ( －6．83) ( －6．89) ( －8．89)

FDit×GDP －0．186 9 －0．029 6 0．198 7＊＊＊

( －0．54) ( －0．68) ( 4．46)

FDit×Innovation
0．192 0 －0．019 0 －0．035 8

( 0．82) ( －0．57) ( －1．35)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不再一一列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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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金融业竞争程度 ( FD3 ) 的经济增长渠道均比较畅

通，经济增长增强了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②技术

创新渠道: 对所有阶段和各种金融发展指标，技术创新渠

道都没有得到验证，换言之，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能

源消费作用的渠道不畅。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信贷规模、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FDI 规

模 4 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

和 1997—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不

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 在

此基础上，引入交互项检验了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经

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渠道。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并引申

相应的政策含义。

首先，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门槛效应显著，信

表 6 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 中等经济增长水平)
Tab．6 Channel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 middle economic growth level)

变量
解释变量为 FD1

模型( 1) 模型( 2)

FDit 0．556 6＊＊＊( 8．80) 0．701 6＊＊＊( 6．34)

GDP 0．692 6＊＊＊( 10．31) 0．703 0＊＊＊( 10．73)

Innovation －0．309 1＊＊＊( －10．99) －0．304 8＊＊＊( －11．03)

FDit×GDP 0．538 1＊＊＊( 2．64)

FDit×Innovation －0．032 6( －0．43)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
显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不再一一列式，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来索取。

贷规模为解释变量时存在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

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为解释变量时则为单门槛效应。建议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尽量根据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金融

发展和能源消费状况，实施差异化的金融发展与能源发展

战略，实现金融发展与节能减排激励相容，充分发挥绿色

金融的作用。

其次，信贷规模( FD1 ) 、金融业竞争( FD3 ) 与能源消费

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金融

发展对能源消费产生先增强后减弱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处

于低水平时，证券市场融资规模( FD2 ) 的抑制作用不甚显

著，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时，能显著降低能源消费水平;

FDI 规模( FD4 ) 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门槛效应。总体来

看，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时，金融发展缓解能源消

费压力的作用才开始凸显。进一步，比较各金融发展指标

的经济增长水平门槛值，信贷规模降低能源消费的门槛较

高，证券市场融资规模较低。所以，处于不同经济增长水

平的省份，政策着力点要有所不同。东部发达省份需要制

定信贷政策推动银行信贷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倾斜，明

确绿色债权在全部债权中具有优先受偿权，为绿色融资设

定更低的风险权重等。中部、西部落后省份应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建立统一规范的多层次绿色资本市场，充分发挥

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满足企业的多元绿色投融资

需求。

最后，从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看，经济增长

增强了信贷规模和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经

济增长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技术创新渠道并没有得到

有效证据。这就需要从制度上为技术创新渠道的畅通创

造条件，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

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信贷支持政策，大力促进商业银

表 7 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 高经济增长水平)
Tab．7 Channel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 high economic growth level)

变量
解释变量为 FD1 解释变量为 FD2 解释变量为 FD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Dit

－0．362 8＊＊＊ 0．992 3＊＊ －0．015 7* 0．034 1＊＊ －0．057 6* 1．505 8＊＊＊

( －3．39) ( 2．43) ( －1．71) ( 2．42) ( －1．64) ( 3．96)

GDP
－0．430 8＊＊ －0．186 5 0．710 1＊＊＊ 0．831 7＊＊＊ 0．666 8＊＊＊ 1．297 0＊＊＊

( －1．97) ( －0．81) ( 15．71) ( 16．32) ( 6．99) ( 4．64)

Innovation
0．087 0 0．038 0 －0．273 8＊＊＊ －0．295 1＊＊＊ －0．248 4＊＊＊ －0．110 2

( 1．43) ( 0．71) ( －14．23) ( －14．18) ( －10．10) ( －1．25)

FDit×GDP
－1．103 4＊＊＊ －0．047 5 －0．807 6＊＊＊

( －3．67) ( －1．51) ( －2．65)

FDit×Innovation
0．076 3 0．010 9 －0．152 6

( 1．41) ( 0．54) ( －1．51)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不再一一列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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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技术创新项目融资，积极支持创新企业股票上市，引导

资金流向节约能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使金融

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发挥减少能源消费的作用。此外，

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信贷和金融政策加大过剩产

能的淘汰力度，严格执行环保限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 编辑: 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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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CHEN Zhi-gang1，2 GUO Xia-yue2

( 1．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Ｒesearch，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2．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is context，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and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energy

while keeping a medium-to-high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major development issue in China． Beside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also exert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 country’s energy consumption，and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Considering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nergy consumption，utiliz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7 to 2015 in China，we employ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levels，and test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s energy consumption． We find that: first，there i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nergy

consumption． Specifically，there is a significant double-threshold effect of the credit scale on energy consumption，while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financing scale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on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on energy

consumption． Second，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level，the credit scale，the degree of financial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xhibit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he financing scale of securities market reduces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while FDI scale has always been positively related to energy consumption． Thir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ing channels，at

the medium and high growth levels of credit scale and all growth levels of finance competition degree，economic growth has strengthene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nergy consumption． However，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annel does not work．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polic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planning，differentiate policies

based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and gradually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of converting technology advantages to

green development advantages，so a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ec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chann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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