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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古 典环境经济学识别出环境技术创新的两个特性, 即不 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其政

策含义是政府应提供必要干预以克服市 场失灵, 包 括技术 推动的政 策和需 求拉动 的政策。演 化经
济学把创新看做一个演化过程, 以路径依赖 和频率 依赖等 为特征; 其 政策建议 强调保 持技术 多样
性与短期成本之间的平衡, 关注 策略性利基 管理对 环境创 新的作用。为了促进 环境创 新以有 效应
对环境问题, 决策者应该吸收两 种理论有益的政策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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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们通常把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 实际上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包括技术、组织、社会、制
度等多个维度。
狭义地说, 创新即技术创新, 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技能创新; 而广义的创新还
包括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
相应地, 狭义的环境创新, 是指资源利用过程中能减轻资源环
境压力的产品及工艺创新。
广义的环境创新, 又称为生态创新 ( Eco innova tion) , 是指企业或个人为
了减轻资源环境负担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包括新的思想、
制度、行为、产品和工艺的发现与应用。因
此, 广义的环境创新不仅仅指技术创新, 还涉及制度的和社会的维度。
技术上的环境创新, 是指在污染治理技术和预防技术上的创新。
污染治理技术的目的在于修复
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 ( 如被污染的土壤 ) , 而预防技术则力图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对可持续发展来
说, 技术创新固然重要, 但远非问题的全部。
在许多场合下, 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还不是因为技术问
题, 而是与缺乏恰当的制度有密切关系, 公地悲剧就是大家经常提及的例子。
因此, 环境可持续性也
需要制度方面的创新。
环境创新还涉及消费观念、
消费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通常被称为社会创新。
就环境创新的社会维度而言, 可持续消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任何成
功的创新, 不论在其性质上是技术的还是制度的, 都必须与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吻合。
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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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必须要求消费者偏好、
消费观念、
消费方式向更加环保的方向转变。
这
方面的创新也有助于更好更环保的技术、产品、
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损失等
日益突出, 环境创新已经引起了
学术界、
政府、
国际组织、
企业等多方面的关注, 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环境创新被看做是应对全球性
环境问题的希望所在。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环境技术创新, 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和演化经
济学的角度, 比较了技术创新的特点及其对环境技术创新政策的含义, 以期能为我国的环境技术政
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技术创新特征与环境技术政策: 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
企业之所以对 R& D活动进行投资, 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追求新产品和工艺创新, 更重要的是想
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在新古典模型中, 影响需求
的其他因素, 如消费者偏好、
收入水平等, 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外生变量, 企业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产品
的价格, 企业想销售更多的产品, 就必须降低价格。所以, 在新古典模型中,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价格
竞争, 而不是创新竞争。
新古典模型的代表性当事人假定就说明了这一点。该假定意味着所有企业
都是相同的, 它们使用相同的技术, 生产相同的产品, 并在由相同消费者构成的同一市场上销售这
些产品。
在完全竞争、完全理性、
完备信息的新古典假设下, 经济企业都不可能拥有不同于其他企业
的技术。
因为按照上述假设, 一旦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 其他企业都能够无成本地模仿并使用
该技术。
因此, 在进行相互竞争时, 企业能够控制的只有自己产品的价格, 竞争也只能是价格竞争,
而不存在创新竞争。
在新古典的世界里也不需要创新政策, 价格机制为企业最优的 R& D 活动提供正确的信号, 消
费者也会使其行为适应自己的偏好; 个体通过最大化自身福利而自动使社会福利最优化。因此, 在
完全竞争、
完全理性和完备信息的新古典模型中, 很难获得任何关于创新的有价值见解。好在新古
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范式下探讨了企业的创新问题。
当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等情况时, 就会出
现市场失灵。
在这些情形下, 价格机制可能会误导企业的创新决策。如果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人们对
某种物品或服务的偏好, 企业对该物品或服务的投资就会太低。这时, 就需要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
失灵。新古典环境经济学识别了创新的两个特性, 它们会导致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一个是创
新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是所谓的双重外部性 ( doub le ex te rna lit ies)。
1. 一般技术创新的特点: 结果的不确定性
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 为了生产有利可图的新产品或工艺, 需要从事 R& D的投资
活动。企业有关 R& D 活动规模及类型的决策, 受企业最大化其价值的努力的支配。当 R& D 活动被
看做是投资时, 它就有一个重要的、
不同于设备或其他有形资产投资的特性, 即投资结果的不确定
性。
虽然任何投资的结果一定程度上都 是不确定的, 但是 R& D 投资的不确定性 有其特点。不仅
R& D 投资预期回报的分布方差要比其他投资大得多, 而且多数情形下都与低概率但高价值的结果
相联系 ( B. Jaf fe et a.l , 2002)。此外, 由 R& D投资过程产生的资产是专用性的、
沉没的和无形的, 因
此, 它不能被抵押或用来作为担保物。很大的不确定性, 加上无形的投资结果, 使通过资本市场为
R& D 活动融资变得相当困难, 这可能导致企业对 R& D 活动的投资不足, 特别是对那些内部不能产
生足够现金或无法进入资本市场的小企业。
2. 环境技术创新的特点: 双重外部性
环境创新, 与其他类型的创新一样, 会产生溢出效应。R& D活动会产生新知识, 并不是所有新
知识都由从事研发的企业所独享, 某些知识会溢出到其他企业。这是技术创新的第一重外部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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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外部性对任何技术创新都是存在的。第二重外部性只适用于环境技术创新, 它与环境技术创新
成果的实际使用相关。
环境技术创新的成果, 不论是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或新工艺, 还是一项处理污
染的新技术, 与市场上现有的产品、
工艺或污染处理技术相比, 要么会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并产生更
少的外部成本, 要么是改善了环境质量, 产生更多的外部收益。这种环境外部成本的减少或环境外
部收益的增加, 就是环境技术创新的第二重外部性。
双重外部性意味着创新者不能独占创新的全部
社会收益, 环境 R& D活动的私人回报小于社会回报。
这种 ! 独占性问题 ∀也导致企业的环境技术创
新投资相对社会最优水平明显不足。
3. 环境技术创新政策
由于环境创新的不确定性及双重外部性导致私人回报小于社会回报, 由市场机制引导的环境
创新必然小于社会最优水平。
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必要的政策以促进环境技术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把
创新活动看做是利润最大化动机驱动的投资活动, 因此, 环境创新的速度与方向会随着相对价格的
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创新。根据诱致性创新理论, 在市场经济下, 当一种资源的禀赋
( 比如劳动 ) 相对于另一种资源 (比如资本 ) 变得更加稀缺时, 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出使用
更多资本而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
这种有偏向的技术创新源于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 会用相对
丰富 (因而更加便宜 ) 的资源替代更加稀缺 ( 因而更加昂贵 ) 的资源的努力。
出于对环境创新不确定性及双重外部性的考虑, 加上诱致性创新理论,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提出
了两类创新政策: 技术推进政策和需求拉动政策。
需求拉动, 指的是市场需求的扩大为企业创新提
供了激励。
商品或服务需求的提高, 通过改变价格或经济条件, 从而导致企业预期利润的增加。
作为
反应, 企业会投资于创新活动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
就环境创新而言, 需求拉动的政策包括排放交
易系统 ( ET S) 或排放税、
对新技术的使用者实行税收优惠、实行政府采购、可再生能源技术命令、
管制标准, 以及对高排放技术征收高额税收, 等等。技术推进是指增加作为企业创新驱动力的知识
积累。一般来说, 在基础研究阶段, 通过提高知识存量, 会加快创新的速度, 扩大创新方向的范围。
影
响新知识积累或降低创新私人成本的技术推进政策, 其例子主要有政府对 R& D 活动的资助、对
R& D 投资的税收优惠、
开发知识交流的公共网络、
支持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 以及为示范项目提
供资金, 等等。
在诱致性创新理论的基础上,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还比较了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创新激励问题。
由于环境政策或明或暗地使环境投入更加昂贵, ! 诱致创新 ∀ 假说表明了环境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
重要途径, 新古典主义的文献表明, 为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基于市场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比命
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更加有效。

三、技术创新特征与环境技术政策: 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演化经济学不是把竞争看做一个均衡状态, 而是看做一个演化过程, 一个取决于企业行为差异
性的过程。
导致企业行为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采取的不同产品及工
艺组合。
因此, 竞争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并传播不同发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和组织创新是事
情的关键所在, 创新驱动着竞争, 竞争也驱动着创新。
有效的竞争取决于企业行为的多样性, 只有不
断引入新的更好的产品和技术, 有效竞争才能得以维持 ( 梅特卡夫, 2002) 。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 技术发展也是一个演化过程, 是企业对市场选择压力的一种反应, 正
如生物进化是有机体对自然选择压力的反应一样。技术演化的选择力量主要有两种: 市场效率和社
会因素 ( G iorgos K a llis, 2007) 。能更好地解决特定问题的技巧会得以繁殖 ( m u ltip ly), 而无效率的
技术将被淘汰。
特别是, 能够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并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的技巧会得以保留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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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社会群体的力量也会决定哪种技巧被开发和采用, 以及什么技巧被丢弃。社会因素中最明显的
是消费者偏好、
消费观念。当然, 在某些时期市场效率的作用更强, 而在另一些时期社会因素的力量
更大。技术演化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渐进变化, 表现为对现有技术的改进或改良; 另一种是激进变
化, 表现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技术处于渐进变化的时期称为保留时期 ( reten tion periods), 这个时
期会被后来技术的激进变化所打断, 这种情形被称为 ! 间断均衡 ∀ ( punctuated equ ilibrium ) 。如果
把环境创新过程看做是一个演化过程, 它就表现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认知的特性来, 其政策含
义也就大不相同。
1. 创新过程的特性
第一, 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多样性。
如果把技术创新看做一个演化过程, 则这个过程在微观层
次上以有限理性为特征。
在面临相同外部环境时, 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同, 不同个体可能以不同的方
式做出反应, 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当事人假设完全不同, 代表性当
事人假设意味所有个体在同一环境下会表现出相同行为模式。
纳尔逊和温特利用西蒙有限理性的
思想, 构建了一个 R& D过程的演化模型。在该模型中, 企业利用经验法则 ( ru les o f thum b) 和惯例
( rou tines) 来决定对 R& D投资多少, 以及如何寻找新技术 ( 纳尔逊、
温特, 1997)。
这样, 创新性活动
可看做是一个搜寻过程, 企业在该过程中试图通过试错法改进其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度。由于不同
企业在过去的选择竞争中形成了不同的惯例, 同时对客观市场环境有不同的主观认知和感受, 从而
表现出了不同的创新行为。
第二, 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
由于企业在进行创新时根据惯例和经验法则行事, 这意味着企业
创新性探索的方向并不是随机决定的, 而是依赖于企业过去积累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企业过去所做
的创新决策, 比如生产什么产品, 以及如何用当时已知的方法生产该产品的选择, 就决定了后来创
新所需要的经验积累的类型和数量, 并最终决定了企业后来创新活动的类型和规模。
正如 Do si所
言: ! 技术变迁模式不能看做是对市场条件简单的、灵活的反应, 技术创新的方向通常是由已经在
使用的技术的状态和技巧决定的。∀ ( G iovann i Dos.i , 1988) 因此, 技术变迁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过
程, 而是沿着特定方向前进的。
技术规则 ( techno lo g ica l reg im e)、技术范式 ( techno log ical parad igm ) 概念就很好地说明了创
新的路径依赖性。
技术规则界定了技术进步的特定边界, 表明了进步在哪个方向是可能的和值得做
的。! 技术规则 ∀ 是 ! 一组体现原理的设计参数, 这些参数将会生成产品的物质形状以及构造该产品
的工艺和材料。基本 设计参 数是 技术 规则的 核心, 它 们构 成了 一个产 业中 所有 企业 共享 的知
识。∀ ( L uke Georgh iou et a .l , 1986) 而技术范式则被定义为 ! 根据所选择的自然科学原理和材料技
术, 来解决所选择的技术问题的 #模式 ∃ 和样式 ∀ ( G io vann i Dos,i 1982) 。
一个技术范式既是一种被
开发和改进的人工制品, 又是一套探索启发式, 例如, 我们从这里开始向何处去? 应该在哪里寻找?
应该鼓励什么样的知识?等等。技术范式和技术规则概念意味着, 存在着一种核心的技术框架, 该框
架由全部的技术经济主体所共享, 作为寻求改善工艺效率和产品性能的基础。从而, ! 一个技术范
式具有强大的排斥效应: 工程师和他们所在组织的努力及技术想象力被集中于相当精确的方向, 尽
管他们对其他的技术可能性是 #盲目的 ∃ ∀( G iovann i Dos,i 1982) 。这样, 一种技术规则和技术范式
一旦形成, 就对以后的 R& D的方向产生影响, 导致技术创新沿着特定方向发展。
第三, 新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具有频率依赖性。
演化过程有一个特殊现象, 即选择具有频率依赖
效应: 个体的某种行为选择依赖于该行为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 ( Faber and F renken, 2009)。一般
来说, 某种行为在个体群中的频率越大, 选择该行为的个体也就越多。
就技术演化而言, 频率依赖性
意味着, 一种特定技术的适应性会随着其在个体群中被复制数目的增长而增长。这导致技术采纳和
扩散过程中存在动态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
动态规模效应是指一种技术被使用的越多, 其对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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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也就越大。
众所周知的例子有电话、
传真和电子邮件, 其效用和价值随着采用该技术的人数
而增长。
一种技术或产品的使用者越多, 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现象, 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下降。
更
多的使用者可能产生更多关于某项技术的信息, 从而降低了采用该技术的风险; 更多的使用者还为
附助产品和服务提供了相关市场。
学习曲线效应是随着生产量的提高, 单位成本趋向下降。
单位产
出成本的这种下降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产品的标准化、
工艺改进、
干中学有密切关系。
正是由这种
动态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效应导致了技术采纳的频率依赖效应。
2. 对环境创新政策的意义
根据创新的上述特性, 演化经济学提出了几个对环境技术创新政策具有重要含义的见解。
一是
创新政策应关注技术多样性与短期成本之间的平衡; 二是强调利基市场对创新的重要作用; 三是应
关注社会因素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第一, 环境技术创新政策应关注技术多样性与短期成本之间的平衡。
资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
特点, 是常伴随着多样性的损失, 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 而且也包括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文化和经
济多样性的损失通过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技术、
制度及生产方法的扩散而出现。
在此过程中, 某
种技术、
生产方法、
制度或生活方式因人们的重复选择而导致 ! 锁定 ∀ ( lock - in) ( V an den Bergh,
2007) 。
与环境问题相关的 ! 锁定 ∀, 最明显的是现代经济对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
就与资源环境相
关的技术创新而言,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不被过早地锁入某种新技术。
由于能源环境问题有着巨
大的不确定性, 有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包括技术、组织和制度的
灵活性。
防止过早锁入特定技术并保持技术的灵活性要求合适的投资组合, 也就是说, 需要同时投
资于能应对特定环境问题的多种技术, 而不是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
这样, 促进环境技术创新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 是如何保持多样性与短期成本的平衡。
保持技
术多样性和灵活性, 是应对能源环境问题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 能够有效降低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风
险损失。
但从短期效率的角度看, 同时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多种技术, 对多种技术路线进行投资, 以
培育技术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有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重复投资。这样, 在长远效率与短期效率之间
存在着权衡取舍。
传统的环境政策过于关注技术多样性的短期效率, 而忽视了其长期效率。
从演化
的角度看, 保持多样性代表着潜在的演化进步, 提供了未来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使人们在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拥有多种选择。这种灵活选择的权利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为了避免被
! 锁定 ∀ 在特定的结构或技术上, 传统的 ! 把价格搞对 ∀ 的环境政策远远不够, 而必须考虑需求和供
给方的递增报酬、
学习曲线效应等。
第二, 应关注利基市场对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对技术来说, 利基 ( n iche) 是一种或多种
相互关联的新技术的应用领域。
利基在技术变迁中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它们为学习过程提供了便
利。
利基有利于创新良性循环, 因为它有助于克服新技术在发展初期面临诸多障碍, 如成本高、
无法
获得互补技术、
与外部环境不适应等。
从而, 一个利基有利于赢得使用者的接受, 改变已经确立的看
法和预期, 并从使用者关于其需求及技术性能的反馈中获益, 这反过来有助于决定企业的研究、生
产及营销决策。
同样地, 它有利于在生产和技术使用中节约成本, 并促进互补技术的开发。这样, 利
基就为学习、
投资和调整过程提供了动力。
因此, 利基是技术转变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利基在创新中的作用, 经济学家提出了策略性利基管理 ( strateg ic n iche m anag em en t) 的
政策方法。
策略性利基管理旨在通过为新技术的使用创造空间 ( 利基 ), 来协调社会

技术变革的

动力机制。
在这些空间中, 新技术部分地、暂时地受到保护, 使其免于正常的市场选择的压力。环境
问题, 不管是区域性的, 还是全球性的, 在很大程度上与化石能源的巨大消费有密切关系。替代能源
技术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等
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 但迄今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是
由于这些新技术的商业化还面临诸多障碍。
最重要的障碍是, 替代能源技术因生产规模小和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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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而无法与常规能源技术竞争。而生产规模之所以小, 是由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导致的市场
需求小。
这样, 可再生能源在生产规模小、成本高和市场需求小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封闭的循环。
打
破这个封闭循环是促进替代能源技术发展的关键。策略性利基管理能在打破这个封闭循环, 促进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
应用和推广中起到特殊作用。
创造利基市场有四类政策手段。( 1) 政府采购。这是最直接的选择。例如, 在美国, 军事支出一
直对半导体、
计算机、飞机、
燃气轮机、
核能的开发具有决定性意义。
政府采购也非常适合成本较高、
但能效更高的节能产品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2) 绿色标签。
绿色标签是指贴在或印刷在产品或产
品包装上的图形, 以表明该产品的生产、
使用及处理过程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危害人体健康。
它
是一种支持特定消费者团体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方式。( 3) 有保证的市场份额。
该政策是对特定技术
或具有某种特性的技术, 如零排放的汽车, 保留一定的市场份额。
发达国家的一种做法, 是实行具有
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制度, 在该制度下, 电力销售商和消费者有义务购买特定数量的来自可再生源
的电力。( 4) 有保证的价格或补贴。一种方式是对特定技术提供直接补贴、税收减免、
低息贷款等支
持。
或者对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实行成本覆盖电价模式, 由供电商对风电和光伏发电支付固定的
保护性电价。
第三, 环境创新政策应该关注社会因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诱致性创新理论只考虑了资源
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而把消费者偏好、
消费观念等看做是外生的因素。
但是, 从协同进
化的角度看, 技术创新和环境创新除了受资源稀缺性的影响外, 还受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如消费
者偏好、
消费观念等的影响。
协同进化是指两个具有内部多样性的系统, 以它们相互影响各自的选
择环境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作用, 以致它们的演化机制被耦合起来。
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会明显影响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速度。
消费者对环境友好产品的
偏好能刺激企业开发污染更少、
资源效率更高的技术, 也能推动政府建立更加有效的资源环境管理
制度, 反过来, 更加严格的资源环境监管制度, 以及更加清洁环保的产品及其生产技术也能促使消
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
以协同进化的观点来衡量, 仅仅关注技术创新及相关政策, 如技术
推动和需求拉动的政策, 则政策视野显得较为狭隘。
除了需要制定直接的技术创新政策外, 还应该
从改变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观念等着手, 通过生态标签、能效标识等制度, 披露产品在环境友好性方
面的信息, 促使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促进广义的环境创新的实现。

四、结束语
在可持续性争论中, 技术创新能否打破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束缚是争论的焦点。
乐观主义者
认为, 虽然资源环境变得日益稀缺, 但价格机制引导下的技术创新过去和现在都对稀缺性作出了必
要反应。
因此, 技术创新、
有效率的市场制度, 以及人造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 终将打破资源环境
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而悲观主义者则强调, 技术进步对稀缺性的适应过程依赖于对自然环境和可耗
竭资源日益增长的消耗, 从历史经验看, 工业革命期间的许多技术创新, 都是以非再生资源的利用
为基础的; 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可获得性的下降, 这些技术进步将失去其效力, 经济终究会遇到资
源环境设定的增长极限。
虽然这个争论还在持续, 但越来越清楚的是,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技术、
基础
设施、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深远的变革。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所关注的创新, 是用投入产出关系定义的技术的创新。
在市场失灵范式下,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识别出了环境技术创新的两个特性, 即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其政策含
义是: 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 干预方法包括技术推动的政策和需求拉动的政策。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创新政策主张有其合理性, 但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一是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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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技术创新, 多少忽略了制度的、
组织的、
社会的环境创新。二是新古典方法追随简单的、
机械论
的刺激

反应模式, 无视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决定因素的复杂性。新古典方法把技术创新看做是对

资源稀缺性及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 而忽视了制度、社会、文化因素的变迁对技术创新, 更进一步
讲, 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由此导致新古典主义的创新政策工具总是局限于能改变相对价格的税收
和补贴, 政策手段比较单一。
演化经济学把创新看做是一个演化过程, 在该过程中, 经济、
技术、环境、
制度, 乃至文化是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
创新过程以有限理性、
路径依赖等为特征。演化经济学的环境创新是多维度的, 包
括技术、
制度、
组织和社会的创新, 强调改变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环境创新的重要性。
就创新政策而言, 演化方法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 技术变迁的方向不是对市场条件的简单反应, 具有
路径依赖的特性。
这意味着仅仅改变相对价格还不足以实现技术范式向环境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第
二, 为了摆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可能锁定, 以及应对能源环境问题固有的不确定性, 需要在技术多
样性与短期效率之间保持平衡。
第三, 利用策略性利基管理促进企业的环境创新。
在环境技术创新
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 鸡

蛋问题 ∀ ( ch icken- egg prob lem ) : 环境技术及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取决

于产品成本和价格, 同时, 产品成本和价格又因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而依赖于市场需求规模。策略
性利基管理的思想, 是在新环境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在进入大众市场之前, 先在一个利基市场或小众
市场中发展, 利用该市场提供的空间, 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 来降低新环境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的成
本, 为新技术和产品的普通应用创造条件。
第四, 注重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社会创新, 比如促使消费观念、
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应该在创新
政策制定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显然, 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 对环境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
究, 二者各有所长。
比较而言, 新古典理论的环境技术创新政策较为具体,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但
考虑问题的视野较狭窄; 演化经济学的视野则更为开阔, 理论含义深刻, 为政策制定者考虑长期的
能源环境问题, 以及相关的创新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所蕴含的政策见解也更为丰富。为了应对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决策者应该寻求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 制定更为恰当的环境技术创新政策,
使经济能更容易地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对我国而言, 我们更应该注重从演化的角度来思考环
境技术创新问题。
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一种国际潮流的背景下, 我国应该特别注意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我们坚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 这当然是应该的, 也是
一种合适的谈判策略。
但是, 从技术演化的角度看, 这种技术转让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数十
年内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发达国家之所以愿意进行技术转让, 其主要动机是, 在短期把发展中
国家作为自己的 ! 利基市场 ∀, 以获得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机会, 而在长期则谋求造成发展中国家在
技术上对自己的依赖性, 以持久占有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市场, 从而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
是我国在利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发展低碳经济过程需要警觉的问题, 在引进国外技术时应该做到以
我为主, 为我所用, 为我国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提供帮助, 同时要利用政府采购等手段多为自主低
碳技术研发提供利基市场, 为国内研发机构及企业提供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机会, 为我国低碳经济的
发展创造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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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t: A cco rd ing to N eo classica l env ironm enta l econom ics, env ironm ental techno log ica l innov ations hav e two
cha ra cter istics, nam e ly, uncerta inty and doub le ex terna lity. T he ir im p lica tion fo r po licy m ak ing is that gov ernm ents
shou ld pro v ide necessary inte rven tion to overcom e m arket fa ilures,

inc luding techno logy push and dem and pu ll

po licies. Evo lutionary econom ics rega rds innov ation as an evo lutionary pro cess fe atured in pa th dependence and
frequency dependence. It em phas izes tha t innov ation po licy shou ld keep the trade off be tw een te chno log ica l d iv ersity
and short te rm costs and h igh lights the ro le o f stra teg ic niche m anagem ent in techno log ica l innova tion. It is sugg ested
that po licym akers shou ld draw on the ins ights o f these two theo ries in order to p rom ote env ironm en ta l innova tion so as to
effective ly add re ss env ironm enta 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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