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__________密级_________
UDC__________

士

学

位

论

文

摘

硕

要

库

学校编码：10384
学号：15420121151896

文

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统计研究

论

Statistical Stud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士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China

博

硕

王静

厦

门

大

学

指导教师姓名：杨
专 业 名 称：统
论文提交日期：2015
论文答辩时间：2015
学位授予日期：2015

灿 教授
计 学
年 3 月
年 月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______
评
阅
人：___________
2015 年 3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

库

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

要

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

摘

规范（试行）
》。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文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杨灿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

论

国产业关联特征及支柱产业研究》
（项目批准号：11ATJ002）和教育部
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

士

理论与实践研究》
（项目批准号：11JZD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分

硕

别获得有关课题（组）或实验室的资助和支持，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

门

大

学

大学）完成。

博

厦门大学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厦门

声明人（签名）：
2015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库

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

要

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

摘

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

文

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

论

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月
（

士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硕

年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博

（

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

大

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

门

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

厦

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2015 年

月

日

摘要
产业结构及其演化，反映了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经济发展
中不断转变的模式，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安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
方面面。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环境能源等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低碳经济和可持

库

续发展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低碳背景下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一个必

要

然趋势。我国碳排放一直位居全球前列，甚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和污染
源，这为我国带来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研究低碳

摘

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及其调整和优化的方向。

文

本文从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经济和环境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出发，通过投入
产出表初步探究我国各产业之间的关联，从而认识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

论

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在总结前人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

士

究。首先，本文引入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的隐含碳分析方法，利用投入产出法测
算各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系数，包含各产业部门生产中的直接碳排放和消耗

硕

中间产品所带来的间接碳排放，并分析产业部门碳排放的差别。然后，结合隐含

博

碳排放系数测算各产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以各产业部门为主体，利用
LMDI 因素分解方法将 2007 年到 2010 年碳排放量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探究经

学

济效益、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各产业部门碳排放的不同影响。最后，基于以上

大

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构建综合评价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确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

门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和优

厦

化。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第二产业比重大，尤其比重较大的重工业碳排
放系数高，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以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产业结构调整综合

评价结果显示，考虑隐含碳排放后，一些高技术、服务业等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
明显上升，而一些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优先顺序下降。最后，从明确产业定位，
发展高新科技以及注重区域自身发展等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投入产出；隐含碳；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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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is the technical link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whole economic structure. S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rucial for the whole economy.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making the resources
from inefficient to efficient industrial, there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owing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issues, people
not only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s of low-carbo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So this article try to study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China's industry structure, energy industry structure, we
find that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to a low consumption, low emissions
development dire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industry occupies second large proportion, so
try to do some further research. Using input-output tables, calculating the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to describ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n by various industrial, we use LMDI to decompose the changing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2007 and 2010 into different factors,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of
economic,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structure on different industry. Finally, we
consider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using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dustry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find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som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problems, including the secondary industry heavy, especially, a large proportion of
heavy carbon emission, to some extent,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high cost of
high pollution emission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considering th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some priority
development order of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obvious rise, and
som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mission industries decline.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giv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learly
positioning the industr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developing each
area based on its own characters.
Keywords: Input and output; Embodied carbon;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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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绪论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背景

库

1.1.1

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能源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在进入

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现代化的进程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推进，伴随而来的是对于各

摘

种能源消费需求的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其带来的负面问题也层出不穷，尤其
是给我们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问题，这已经逐渐成为对人类的生产发展的一个

文

很大的挑战。如果这种形势不加改变而继续发展下去，其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

论

想，因此，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人类生存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
临的困难。

士

为了应对这样以“高能耗”为代价的发展而带来的“高排放”问题，“低

硕

碳经济”成为近年来各国首脑、大中型公司、学术界都积极参与的重要话题。
所谓低碳经济，是为了应对环境、能源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低消耗、低污染的
[1]

博

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 。这是一个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学

概念，它要求各国对原有的大规模以能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进行整改，减
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进一步促使各国在未来的贸易交流、技术创新改革等方

大

面的长足进步。因此低碳概念不仅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可以保

门

障人类生存环境，并且对于未来科技进步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是由于低碳经济有诸多有利影响，因此以欧盟和美、日、德为代表的发

厦

达国家，都相继推出了有关于低碳的经济政策。欧盟低碳理念始于 1990 之前，
同时在 1990 年，北欧率先使用碳税制度，并且提出了“20-20-20”的计划，即

在 2020 年时做到，新型能源使用占比为 20%，温室气体降低 20%；日本作为地
少人多国家的典型海洋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原因，环境能源对其影响比较
大，日本一直注重提高节能减排意识，提高能源利用率，并确立了在 2050 年实
现碳排放量减少 60%-80%的目标；而作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都位居全球前列
的美国，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能源
1

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统计研究

环境问题；德国对低碳经济发展也相当重视，并且已经将能源环境问题上升到
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在 2050 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耗降低 80%的目标。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局面和迫切的节能减排需求，我国也亟需做到节能减
排，实现低碳化经济的发展的目标。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能源环境密切，我国
目前产业结构尚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亟需调整和优化目前的产业结构。
研究意义

库

1.1.2

要

产业结构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对能源结构和环境污染的影

摘

响[2]。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行业
需要的能源量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也会带动能源结构的变动，最终影响

文

各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能源的需求量和

论

结构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碳排放和环境现状。正是由于其相互关系如此密
切，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使得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必然要考虑到

士

低碳经济的要求。我国碳排放一直位居全球前列，甚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碳

硕

排放和污染源，这为我国带来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和强烈的发展低碳经济要
求。不过，值得欣喜的是，2014 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上升，这在一定

博

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有关。因此，进一步研究低碳背景下我国

学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大

1.2 文献综述

门

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当今发展变化速度之快，人们对于环境能源
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的产业结构已经

厦

逐步不能匹配当前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环境、能源和经济三者的关系密切，
相互依存。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使得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必然要考虑到
低碳经济的要求。
那么，在当下的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与环境能源之间的关系究竟
是什么，产业结构的调整基准选择和调整方向包括哪些，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来做到减少碳排放等等，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
笔者通过对文献进行综述和总结，大体上将这种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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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绪论

产业结构调整基准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来理解和确定，比如单
纯考虑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已经不能全面地反映产业结构，因此需要综合考虑
多种影响因素，从多个基准去综合评价产业结构的调整。学者围绕着如何确定
产业结构调整的基准主要进行如下探究。

库

国外比较成熟的产业结构调整选择基准有：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3]提
出了产业评价的两基准，“国民收入弹性基准”与“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即认

要

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的生产率处于上升趋势；发展经济学家罗托斯[4]认为一

摘

个国家的重要产业部门的标准是能否带动和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并将
这种重要产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德国经济学家赫奇曼[5]在研究产业部门

文

和经济增长时提出了“扶植幼小产业基准”,即认为那些具备发展潜力的幼小企

论

业，应该由政府扶植后可以成为主导企业，另外还提出了“产成关联度基准”。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周振华[5]通过对

士

我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比发现，我国产业基准的选择需要考虑我国发展

硕

中国家的特点，从增长后劲，短期替代弹性和发展瓶颈三个指标来确定我国主
导产业选择基准；蒋同初[7]从我国开放以来的产业基础考虑，认为我国产业结

博

构基准既需要建立在国外成熟的理论基础上，还需要结合我国自身产业结构发

学

展情况，并且分别就全国和地区列出了两种不同的基准；何景明等[8]（1998）
通过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等变化研究，结合国际上的产业结构选择基准，

大

认为主导产业应该具备巨大的市场需求、广泛的影响程度、有效的资源组合和

门

良好的经济效益。陈楷根等[9]（2003）基于能源环境考虑确立产业结构调整的
[10]

基准，并利用相对势模型对福州市的产业结构进行研究。黄海标等

（2008）

厦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合理化和产业财务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产业结构优化
的指标体系，并梳理每一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式；刘淑茹[11]（2011）在考虑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确定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体系的原则，并建立了一
二三级指标，并通过指标计算公式确定评价体系。
1.2.2

产业结构与经济、能源、环境的关系研究

由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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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有很多研究产业结构与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的文章。特别是能源环
境日益受到关注，结合产业结构与能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增多，主要归纳如下。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们就
开始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Nordhaus(1992)在研究经
济增长过程中，考虑了不可再生资源的因素，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
为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要求。Boyce(1996)研究发现促进技术提升的一

库

种方式是将一些稀缺资源的价格提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要

随后，环境能源因素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考虑指标。涌现出一些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其中一种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因素分解

摘

法，包括结构性因素分解（SDA）和指数因素分解（IDA）。前者主要应用投入产

文

出表的各种系数分析经济现象和指标变动的驱动因素，后者是将碳排放分为几个
影响因子的乘积，判断每个影响因子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Han and Chatterjee[12]

论

(1997)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研究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得出产业结构和能源

士

结构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Schipper 等[13](2001)探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子，
得出导致碳排放增加一个重要因子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动。Unander 等[14](1998)通

硕

过分析 OECD 中会员国能源消耗情况，得出美国和日本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向低

博

碳节能发展，而有的国家如挪威的产业结构偏向于高能耗的制造业。Skolka[15]
（1998）将运用 SDA 经济结构水平的影响因素拆分为技术、国内需求、贸易和劳

学

动生产率等因素，并且据此对澳洲进行实证分析。Chen and Wu

[16](1995)利用投

大

入产出结构分解法分析台湾的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得出台湾进出口贸易
的结构的变化对台湾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国内研究包括，赵晓丽等（2009）运

门

用投入产出结构因素分解法研究我国各个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和碳排

厦

放的影响，并得出能源强度、技术、国内需求和对外贸易等因素产生的能源效应。
宋德勇等[17]（2009）他们利用两阶段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分析碳排放，得出我国
不同阶段的碳排放差距很大，并据此认为我国碳排放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有显
著的关系。
后来，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研究认识到产业结构是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学者们展开了产业结构和经济能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林伯强[18]（2003）通过对我
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产业结构的变动，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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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重工业对能源消费有显著影响。刘润生[19]（2009）基于 VAR 模型通过对我国
三次产业结构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分析，并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
得出第一、第二产业与能源消耗互为因果关系，第三产业与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
系。王中英等[20]（2006）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
二产业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碳排放的增加，阐述了产业结构的不合
理之处。高广阔[21](2012)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认为现在如果要在在低碳背景

要

投入产出表的扩充与改进研究

摘

1.2.3

库

下发展经济，必然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发展。

投入产出表是列昂捷夫在 1936 年首次提出来研究产业之间关联关系的模型，

文

具体在第三章会进行进一步介绍。列昂捷夫在 1973 年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扩充，

论

一方面将产业部门的数目和商品的种类数进行扩充，另一方面扩充投入产出表，
加入了污染物，同时考虑经济和环境在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随后，又出现了其

士

他类型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改进的研究，主要分为如下几种改进研究。

硕

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将环境因素放入投入产出表进行理论探

博

究，在 20 世纪末，有国家将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的投入产出核算上

学

来，如德国、美国和泰国。德国 1990 年编制投入产出表时，投入产出表不仅包
括了对各生产部门消耗和需要的资源，还包含了其从自然的流入和流出，即综合

大

考虑了能源环境影响。美国在编制投入产出表时，也将环境因素纳入进去，将投

门

入产出表的部门分为产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其中环保投入包括一些消除污染活动

厦

等支出，具体表式如表 1-1 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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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美国环境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产业部门

总产出

环保部门

产业部门
中间投入
环保部门
最初投入

要

库

总投入

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摘

我国学者虽然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但是也仍然出现了一些这种研究。

文

初期的研究主要是进行环境污染情况的调查测算分析，后来逐步借助国外研究成
果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研究。比如，天津市

论

在 1990 年编制投入产出表时，将治污和产污部门加进去，使得投入产出表由原

士

来的 4 个部分扩展成了 9 个部分，分别测量在生产过程中治污处理的中间投入和
最初投入，并且根据该表对 1989 年的投入产出进行核算，最后，从社会经济发

硕

展情况，社会治污能力水平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并据此为天津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

学

博

提出政策建议，其具体表式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天津市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产业部门

治污部门

最终使用和最
终使用领域产
生的污染

总产出和总产
污

门

中间投入
最初投入

厦

污染物

进入 80 年代以后，也逐渐涌现出一些其他的扩展型投入产出模型，比如加
边矩阵法、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法等方法。
1.2.4

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研究

明确产业结构与能源环境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那么建立在这些理论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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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上，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才能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同时也能
促进经济发展成为这些理论背后的一个实际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也展
开了一些研究。郭飞[22]（2013）通过分析河津市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并用 SWOT 分
析法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对待一些产业结构中一些问题的对策。焦翠红[23]
（2014）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和目标规划方法，考虑同时满足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

的合理调整，有望在 2020 年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

摘

研究思路

文

1.3.1

要

1.3 研究思路和文章框架

库

的双重要求，测算东北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调整潜力，并预计如果进行产业结构

本文依据如下研究思路开展研究。

论

首先，引入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阶段低碳经

士

济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越来越高，低碳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成为必
然趋势。随后针对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探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对于与

硕

产业结构相关的经济能源环境各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综述，并从中梳理出本文的

博

研究思路和合理的研究方法。

然后，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我国产

学

业结构、能源、经济和环境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合投入产出表探究我

题。

大

国各产业之间的关联。从而认识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些问

门

再次，进一步探索研究。第一步，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和对比我国各产

厦

业的碳排放系数，认识到各个产业碳排放的强度、特点及趋势。第二步，据此计
算我国各产业的碳排放总量，并将我国 2007 年到 2010 年各产业碳排放变动量，
利用 LMDI 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各产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第三步，基于以
上分析，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基准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 2013 年的实际数据对我
国产业结构进行综合评价，确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方向。
最后，根据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结合笔者自身认识给予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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