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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及传导机制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视角

刘 璇 1，许恒周 1，张 苗 2

（1.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2.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 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和无序扩张引致了大量的碳排放，激化了土地利用与低碳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体现政府意志与市场配

置的综合手段，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否兼顾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该研究基于2003
—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研究土地出让市场化

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及多层作用机制，并在现实情景下对其长期作用效果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存在

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标准单位，碳排放降低 0. 243个标准单位；②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促进产

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份额（高级化数量）失衡、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化（高级化质量）提升对碳排放产生不同程度的

间接抑制作用，三者均表现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作用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对

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③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应，上一期碳排放增加1%，当期碳排放将增长0. 399%左右，同时土地出让市

场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续性，长期内土地出让市场化依然能够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

接效应显著抑制碳排放。因此，政府有必要继续扩大土地市场化出让范围，通过灵活性、前瞻性的市场化机制促成土地和产业之间的

横向适配及产业结构朝节能减排方向纵向提升，从而建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减排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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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从而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等一

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了诸多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这主要

归因于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为缓解这一全球变暖的局面，必须通过各国通力合作来

控制累计碳排放，实现增温幅度限制于 1. 5 ℃范围内的目

标［1］。中国政府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

CO2排放峰值，于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致力于保

障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推进全球气候合作治理。在碳

排放局势严峻与减排目标地方负责制的现实情景下，作

为土地供给者兼碳减排责任方的地方政府［2］，已经重视

借助多维度土地政策干预碳排放。据测算，优化土地利

用结构能够为达成 2020年单位GDP碳减排 40%~45%做

出 27. 6%的重要贡献［3］。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贯

彻实施，土地出让市场化政策通过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

产业之间的配置对资源依赖度、环境压力等产生影响。

准确解读土地出让市场化政策的动态性和延续性对长期

碳减排的影响效果及传导机制，能够为实现土地资源的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耦合协同提供理论依据，补充并完

善碳减排实现路径。

1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碳排放效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

学者们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4］、用地供应［5］、土地出让

干预［2］、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6］、土地集约或扩张［7-8］等多

维视角，从土地用途转变和土地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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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探索了土地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9］。其中，土地出

让视角下，地方政府通过宽松的土地出让政策招商引资，

吸引污染企业和重复产能集聚，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

和污染排放［10-11］，这种“以地谋发展”的模式［12］在促进经

济效益显现的同时伴随着环境效益的损耗。为了抑制地

方政府寻租腐败以及扭转土地资源与产业需求错配导致

的土地低效粗放利用的局面，中国城市土地供给由行政

计划配置转向以供求、竞争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化

出让［13］。在系列政策推行及演进背景下，现有文献对土

地出让市场化政策的内涵进行了一致性阐述，认为土地

出让市场化是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的市场配置方式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14-16］。对于土地出让市场

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学者们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许

恒周等［17］基于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土地市场

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反向减缓作用；杨皓然等［18］基于

系统GMM动态面板计量模型检验得出土地市场化水平

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表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姜旭

等［19］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归结为门槛效

应与挤出效应，并以此为中介进一步研究了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张苗等［20］认为提高土地出让市场化程

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将有效服务于“双碳”目标。上述

研究为深入探索二者之间的多层影响效果及传导机制提

供了启示，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作用机理复杂、不

确定性因素多，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实

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传导作用机制，难以反映碳排放

的多重抑制路径，且难以落实到具体的措施来针对性管

控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从而使研究缺乏一定

的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该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做出探索：一是基于中

国 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及

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土地出让市场化、产业结构

调整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土地出让市场化对

碳排放的直接作用效果以及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间接影响

碳排放的传导机制；二是充分考虑碳排放的惯性效应和

土地出让市场化政策效果的动态性和延续性的现实情

景，检验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碳排放

的作用机制在长期内是否稳健，识别碳减排路径的着力

点，为决策层制定和优化常规性、可行性的土地政策、产

业政策以及碳减排政策提供信息支持，避免因政策执行

与效果的偏移而引起的施策成本耗散或社会资源无意义

的损耗。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直接碳排放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

了建设用地的有序扩张，减缓了建设用地所承载的碳排

放［17］。事实上，土地出让市场化的主要政策预期是通过

调节二、三产业用地比例来调整产业布局以提高土地要

素的市场配置效率［19-20］，而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碳排放

的有效措施之一［21］，因此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

更多地表现为间接效应。基于此，该研究主要通过供需

两个维度分析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

放的影响效应。

供给端层面。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配置机

制，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够扭转地方政府自利性短视行为

所存在的盲目性，有效地避免其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恶

性竞争及寻租腐败，减少其利用行政管理、行政审批等特

权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提供用地支持。此种情

景下，更多的用地需求方得以参与市场竞争，按照自身经

营范围与能力获取合适价格、性质、区位的地块进行建

设，从而使得适配企业能够合理配置现有资源进行生产

经营，推动要素投入和产出结构的耦合［22］，实现产业结构

合理化发展。区域产业聚合质量提高、协调能力增强、关

联水平提升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规模效应，促使区域能

源利用效率、污染控制水平及处理能力增强，且降低了不

同产业间在原材料搜寻及运输过程中的能耗，从而有助

于降低区域碳排放。

由此提出假设一：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资源有效配

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抑制碳排放。

需求端层面。由于地方官员偏好供给显示性公共

品，因此容易过度追求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以获得政治

晋升，从而推高二、三产业“剪刀差”，产业结构呈现“虚高

级化”。土地出让市场化机制能够实现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的用地供应，一方面，企业间的合理合法竞价导致用地

成本增加，这笔土地费用对附加值低、污染严重、发展落

后的企业形成了价格阻碍，限制了低附加值产业的进入

且对现存的难以转型的产业具有挤出效应［19］；另一方面，

基于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的第二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

的第三产业对于地价上涨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当工业部

门无法承担地价上涨所增加的成本与自身收益之间的差

距时，只能选择外迁抑或是技术升级，由此导致不同层次

产业份额变动。但不同于“虚高实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失

衡现象，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土地出让政策能够根据竞

争实力确定用地企业，避免行政干预下用地政策向第三

产业过度倾斜。在用地门槛增高造成的产业层次演进过

程中，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无法即时、整体随工业的外迁而

流出，由此释放的富余劳动力及其他要素资源流入服务

业等部门［23］，而生产要素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的

转移标志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的提升。以服务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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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化产业层次对资源的依赖度较小，能够减少能耗

和碳排放进而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

由此提出假设二：土地出让市场化虽然会抑制产业

结构高级化在数量上的增长，但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质量的提升，从而有利于抑制碳排放。

图 1反映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

制。在现实情景中，由于宏观政策、经济水平、能源结构、

市场化改革等因素的长期累积效应，碳排放的当期结果

往往受其前期基础水平的影响，容易产生路径依赖［24］，使

得碳排放具有惯性效应。另外，土地出让规划审批与实

际建设使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客观时滞，且土地出让市场

化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累积。随着要

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土地出让市场化机制红利持

续释放，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时间维度上逐步完善并显现

出其积极效应，使得土地出让市场化效果具有动态性和

延续性，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形成长效的抑

制机制。

由此提出假设三：碳排放存在惯性效应而土地出让

市场化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续性，长期土地出让市场化

仍能作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而抑制碳排放。

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 1 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理论分析，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作用于产业结

构调整影响碳排放，且产业结构调整在传导机制中可以

具化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数量和质量。为检

验这一理论机制，借鉴Baron等［25］提出的逐步法，通过构

建递归模型来对各假设进行验证。解释变量（X）通过中

介变量（M）影响被解释变量（Y）的基准流程如下：

Y = cX + e1 （1）

M = aX + e2 （2）
Y = c′X + bM + e3 （3）
式（1）反映了X对Y的影响，式（2）反映了X对M的影

响，式（3）反映了纳入M后，X对 Y的影响效果。若 c'与 b

均显著且 c'与 c相比有所降低，表明M在模型中发挥部分

中介效应；若 c'不显著而 b显著，表明M发挥完全中介

效应。

在该研究情景下，由于存在三个中介变量，相应的中

介模型扩展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其细化了土地出让市

场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且避免了忽略其他中介变量

导致的参数估计偏差。另外，为排除未观测到的个体和

时间因素造成的偏误，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具体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lnCEit = α1 + β1LMit + η1∑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4）

RISit = α2 + β2LMit + η2∑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5）
AIS_nit = α3 + β3LMit + η3∑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6）
AIS_qit = α4 + β4LMit + η4∑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7）
lnCEit = α5 + β5LMit + β6RISit + β7AIS_nit +

β8AIS_qit + η5∑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8）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 CEit表示碳排放的对

数，LMit表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RISit反映产业结构合

理化，AIS_nit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数量，AIS_qit反映产业

结构高级化质量，Controlsit为系列控制变量。另外，添加

了地区固定效应 δit来控制个体省份可能影响碳排放的地

理特征和区位差异等非时变因素，添加了时间固定效应

θit来避免特定年份宏观政策变动等的冲击可能导致的估

计偏误。α为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

图1 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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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为基准模型，其检验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

放的直接影响程度。式（4）—式（8）共同构成了并行多重

中介效应检验的过程，为使其更加清晰直观，绘制检验流

程如图2所示。

3. 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采取 2003—2019年中

国 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计

量检验。采用GDP指数对所有以货币价值表示的绝对数

据调整为以 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以剔除通货膨胀等因

素的影响，所有绝对数值型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部分

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具体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如

下文所述。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CE）。采用CO2排放量的对

数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https：//www.
ceads. net. cn/data/province/by_apparent_accounting/）所公

布的基于表观核算的省级碳排放清单。参照Shan等［26］的

研究，该方法测度的碳排放主要涵盖三种一次能源（原

煤、原油和天然气）的表观消费相关CO2排放（CEref-i）以及

水泥生产相关过程的CO2排放（CEt），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CEref - i = ADref - i × EFi （9）
其中：CEref-i 表示化石燃料 i的 CO2排放量，EFi和

ADref-i分别为对应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和表观消费量。由

于 IPCC的默认排放因子比中国的调查值高出约 40%，该

研究采用更新后的排放因子，即原煤为 0. 499，原油为

0. 838，天然气为0. 590［27］。
ADref - i =本地能源生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

外省(市、区)调入量 -本省(市、区)调出量 +
库存变化量 -非能源使用量 -损失量

（10）
该式中能源量均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官方公布

的最新能源平衡表。

CEt = ADt × EFt （11）

其中：CEt为水泥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ADt为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水泥生产数据，EFt表示水泥生产的排放因

子0. 290 6［27］。
CE = CEref - i + CEt （12）
（2）核心解释变量：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LM）。现有

文献对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的测度主要采取比例法和权

重法。借鉴姜旭等［19］的做法，采用国有建设用地招拍挂

出让面积与总出让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土地出让市场化水

平。2003—2017年该指标数值由《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

鉴》（2004—2018）中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由于目前该年

鉴尚未更新至 2020版，2018—2019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

土地市场网（http：//www. landchina. com）的土地出让信

息，在剔除空值、重复记录以及修正异常值后，汇总加权

获取分年度省级层面的数据样本。

（3）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RIS）、产业结构高级

化数量（AIS_n）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AIS_q）。产业结

构合理化从产业聚合维度体现出产业协调和资源有效利

用水平［22］。基于何好俊等［28］的思路，在修正干春晖等［22］

方法的基础上，以重新定义后的泰尔指数的倒数反映产

业结构合理化正向发展水平（RIS）。具体公式为：

RISit = 1
TLit

= 1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m = 1

3 Yimt
Yit
ln ( )lpimt

lpit
( )m = 1，2，3

（13）
其中：TLit为 i省份第 t年的泰尔指数，其反映了经济

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非均衡现象

是一种常态，从而 TLit≠0；m为三次产业；Yit为总产值，Yimt
为三大产业相应的增加值；lpit表示 i省份第 t年总的劳动

生产率，lpimt表示 i省份第m产业第 t年的劳动生产率，计

算过程见式（14）。

lpimt = YimtLimt
（14）

其中：Limt表示三大产业对应的就业人数，其余指标含

义同式（13）。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

序列从低端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的动态过程，其既包含

产业比例关系演进的量变，也包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质

变。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测度各省份产

业结构高级化数量（AIS_n）［28］，该指标能够反映当前经济

结构“服务化”的演变趋势。但这一过度倚重产业份额变

动的指标忽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量内涵，容易导致

产业结构的“虚高级化”，而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的提升

主要反映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

比的增加，即“结构效益”的增强［29］。借鉴宋丽颖等［30］的

研究，利用三次产业产值占比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

图2 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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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加权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量（AIS_q），具体公

式为：

AIS_qit = ∑
m = 1

3 Yimt
Yit

× lpNimt ( )m = 1，2，3 （15）

lpNimt = lpimtlp̄mt
（16）

其中：lpNimt为 lpimt的无量纲化处理值，lp̄mt为所有省份

第m产业第 t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值。

（4）控制变量。为尽量降低遗漏变量偏误，选取现有

文献［24，31］已验证的碳排放主要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说明及指标设计见表 1。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2。
4 实证检验与分析

4. 1 模型检验

实证分析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基准模型

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均低于

10，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保证面板数据的平

稳性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数据样本进行 LLC和

Fisher‑ADF单位根检验，两种检验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

假设，说明模型各变量属于平稳序列。另外，对土地出让

市场化影响碳排放的基准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估计值

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固定效应模型适用于该研究。

4.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在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碳排放基准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采取控制时间和个体双重固定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

方法来保证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 3。在逐步加入

控制变量的过程中，调整后R2由0. 721增加至0. 758，模型

拟合度逐渐升高，说明增加控制变量对于解释碳排放具有

重要的作用。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

发生明显改变，始终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土

地出让市场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

表 3模型 8展示了控制影响碳排放的其他因素后土

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碳排放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加入

控制变量后，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

为-0. 243，即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 1个标准单位，所

在省份的碳排放水平降低 0. 243个标准单位，土地出让市

场化显著抑制了地区碳排放。

在促进碳排放的控制变量中，经济水平在 1%的统计

水平下对碳排放存在促增效应，说明目前中国尚未达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被动接受经济发展成熟后

再遏制和逆转环境问题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对中

国并不适用；城市化显著促进了碳排放，意味着大量的人

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对钢铁和水泥

等资源的整体需求，使得能源消耗也随之增加，从而引发

碳循环失衡；能源消费结构显著促进了碳排放，印证了化

石能源中的煤炭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人口增长引

发的碳排放效应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这与现

有研究［32］结论相符。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 CE
LM

RIS

AIS_n

AIS_q

ln GDP
UR

FDI

ES

ln PS
ln TP
ML

观测值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平均值

5. 390 3
0. 739 6
0. 748 1
1. 031 0
1. 019 7
9. 000 0
0. 529 2
0. 023 2
0. 725 4
7. 696 2
1. 003 1
0. 272 8

标准误

0. 845 5
0. 257 6
0. 872 4
0. 572 0
0. 377 8
0. 492 4
0. 143 8
0. 018 8
0. 334 4
0. 626 4
1. 379 0
0. 173 9

最小值

2. 022 2
0. 035 9
0. 114 0
0. 494 4
0. 474 6
7. 579 7
0. 256 6
0. 000 1
0. 017 7
5. 225 7
-2. 041 2
0. 042 5

最大值

7. 438 4
0. 994 4
5. 918 7
5. 169 2
2. 467 0
10. 220 0
0. 896 0
0. 105 1
1. 841 1
8. 749 5
4. 113 3
0. 979 3

表1 控制变量说明及指标设计

符号

GDP

UR

FDI

ES

PS

TP

ML

变量名称

经济水平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能源消费结构

人口规模

技术进步

市场化程度

量化指标

人均GDP
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
煤炭消费占比

人口密度

万人拥有专利数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占比

单位

元

比值

比值

比值

人/km2
项

比值

注：其中经济水平、人口规模、技术进步在模型检验中取自然

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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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抑制碳排放的控制变量中，对外开放程度在 1%的

统计水平下对碳排放影响系数为-2. 089，说明对外开放

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外来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高收益

率的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型产业中，其统一的环保标

准、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产品、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能

够改进中国的环境福利，在碳减排方面具备优势；技术进

步对碳排放产生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其研发及应用对

碳减排的影响效果存在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

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市场机制作用下有利于资源合理化

配置和能源高效化利用，进而有助于促进碳减排。

4. 3 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显示，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够通过影响产业

结构变动对碳排放产生影响，对式（4）—式（8）共同构成

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其中，式（4）
的估计结果已于表3报告。

根据表 4式（5）—式（7）的检验结果，在控制其他影响

因素的条件下，土地出让市场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合

理化发展、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数量失衡、提升了产业

结构高级化质量，且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每提高 1个单

位，分别引起所在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 0. 370
个单位、产业结构高级化数量降低 0. 191个单位、产业结

构高级化质量提升 0. 088个单位。可见，土地出让市场化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市场化出让建

设用地的方式允许更多的潜在购买者参与市场竞争，在

这种压力下，首先达成土地资源和土地使用者、生产要素

和产业部门的双重适配，由此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提条件，更高

程度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方能引发企业间优胜劣汰的

竞争以及产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整体结构向高级化演

变。与此效果不同的是，根据式（8）的检验结果，旨在实

现产业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对碳排

放的减缓效果较为局限。而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提升使

得生产要素在高层次产业集聚，推动落后产能退出以及

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降低资源依赖度以及对能耗的需

求，且生产要素集聚产生的知识溢出和技术革新能够推

动碳减排技术进一步发展，因此对碳减排效果更为显著。

从参数估计值变化来看，式（8）估计结果中土地出让

市场化及产业结构中介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均显

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LM

ln GDP

UR

FDI

ES

ln PS

ln TP

ML

Constant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调整后R2

F

观测值

ln CE ［式（4）］
模型1
-0. 358***
（-3. 61）

4. 807***
（98. 18）
YES
YES
0. 721
256. 64***
510

模型2
-0. 299***
（-3. 08）
0. 348***
（5. 04）

1. 790***
（2. 98）
YES
YES
0. 735
268. 26***
510

模型3
-0. 357***
（-3. 73）
0. 082

（0. 96）
2. 413***
（4. 96）

3. 043***
（4. 77）
YES
YES
0. 748
238. 07***
510

模型4
-0. 338***
（-3. 49）
0. 098

（1. 12）
2. 468***
（5. 06）
-1. 073

（-1. 19）

2. 916***
（4. 51）
YES
YES
0. 748
236. 90***
510

模型5
-0. 292***
（-3. 52）
0. 197***
（2. 64）
1. 781***
（4. 23）
-1. 562**
（-2. 02）
0. 962***
（13. 04）

1. 642***
（2. 93）
YES
YES
0. 748
262. 29***
510

模型6
-0. 294***
（-3. 55）
0. 202***
（2. 70）
1. 828***
（4. 34）
-1. 718**
（-2. 21）
0. 954***
（12. 92）
0. 032

（1. 53）

1. 376**
（2. 34）
YES
YES
0. 749
261. 22***
510

模型7
-0. 291***
（-3. 50）
0. 206***
（2. 74）
1. 928***
（4. 23）
-1. 693**
（-2. 17）
0. 950***
（12. 80）
0. 031

（1. 48）
-0. 019

（-0. 57）

1. 292**
（2. 14）
YES
YES
0. 750
214. 35***
510

模型8
-0. 243***
（-2. 92）
0. 279***
（3. 60）
1. 646***
（3. 59）
-2. 089***
（-2. 68）
0. 927***
（12. 57）
0. 026

（1. 25）
-0. 026

（-0. 80）
-0. 425***
（-3. 33）
0. 900

（1. 47）
YES
YES
0. 758
213. 17***
510

注：**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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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纳入中介变量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每升高 1%，碳排

放降低 0. 217%，作用效果弱于表 3中模型 8的估计结果，

说明在土地出让市场化抑制碳排放的过程中，产业结构

合理化、高级化数量及质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土

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促进碳

减排形成了良性传导机制，假设一、假设二得以验证。

4. 4 中介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在基准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验中，各变量均采用当

期值纳入模型进行回归，意味着碳排放会随着土地出让

市场化等解释变量的变化而瞬时改变。为检验假设三提

出的碳排放惯性效应，并考虑碳排放可能反向影响土地

出让市场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从而衍生内生性估计

偏误，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引入式（4）和式（8）构建

动态面板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中介机制进行进一步估

计，具体公式如下：

lnCEit = α6 + γ0 lnCEit - 1 + γ1LMit + ω1∑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17）
lnCEit = α7 + γ2 lnCEit - 1 + γ3LMit + γ4RISit + γ5AIS_nit +

γ6AIS_qit +ω2∑Controlsit + δi + θi + εit
（18）

其中：ln CEit-1为滞后一期的碳排放，其他指标解释同

前文。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5列（1）、列（2）。由于式（5）—

式（7）未涉及碳排放变量，因此其估计结果同表 4基准中

介模型回归结果。式（17）、式（18）同表 4式（5）—式（7）共

同构成纳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

验过程。

由表 5列（1）估计结果可知，L. ln CE的系数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滞后一期碳排放水平提高 1%，当期碳

排放增长 0. 399%左右，表明碳排放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

特征。另外，结合表 5列（1）、列（2）及表 4估计结果可知，

纳入碳排放的滞后项后，土地出让市场化及产业结构相

关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没有改变，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级化的中介效应依然存在，与基准中介模型保持一致，

反映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除此之外，考虑到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以及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及碳排放影响的时

滞效应，将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替换当期土

地出让市场化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准中介机制

进一步回归以消除内生性的偏误，结果见表 5列（3）—列

（7）。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显著促

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抑制了产

业结构高级化数量，同时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

的间接效应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其作用机理依然稳健。

综上所述，假设三得以验证。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梳理了土

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框架，构建双重固定

效应模型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采用 2003—2019年

表4 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LM

RIS

AIS_n

AIS_q

Constant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调整后R2

F

观测值

式（5）
RIS

0. 370***
（2. 60）

3. 860***
（9. 30）
YES
YES
YES
0. 355
34. 23***
510

式（6）
AIS_n

-0. 191**
（-2. 33）

11. 287***
（14. 19）
YES
YES
YES
0. 745
90. 15***
510

式（7）
AIS_q

0. 088*
（1. 77）

-6. 098***
（-16. 84）
YES
YES
YES
0. 535
34. 38***
510

式（8）
ln CE

-0. 217***
（-2. 65）
-0. 070**
（-2. 53）
-0. 086*

（-1. 90）
-0. 298***
（-3. 91）
0. 466

（0. 54）
YES
YES
YES
0. 829
211. 24***
510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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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影

响的中介效应，厘清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影响的

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得出研究结论如下。

（1）土地出让市场化具有抑制碳排放的显著效应，且

两者之间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碳排放影

响因素的前提下，量化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 1个标

准单位，对碳排放产生0. 243个标准单位的抑制作用。

（2）土地出让市场化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发展、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份额（高级化数量）失衡、推动

产业结构高质量化（高级化质量）提升对碳排放产生抑制

作用，均表现为显著部分中介效应。从作用效果和传导

路径来看，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效

果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

显著，意味着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

减排形成了良性传导机制。

（3）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应，同时土地出让市场

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

续性。上一期碳排放增加 1%，当期碳排放将增长

0. 399%左右，意味着碳排放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依然显

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质量，抑制了产业结

构高级化数量，同时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

接效应显著抑制了碳排放，意味着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够

发挥持久的政策效应。

结合当前中国土地出让市场化现状和碳减排的紧迫

形势，得出政策启示如下。

一是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发挥土地出让市场

化碳减排效应的有力保障。土地出让市场化具有显著且

长期的抑制碳排放作用，不论是土地的供给方还是需求

方，都要做好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支持和准备，以此实

现土地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土地出让

市场化碳排放效应中的传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机制促成

土地和产业之间的横向适配及产业结构纵向提升实现节

能减排，重点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增强土地

出让市场化抑制碳排放的效果。

三是建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

减排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

应，其暗含的演化路径和机理一旦形成，需要付出较多的

成本和资源去改变现存的模式，因此应建立长效型政策

表5 中介机制的进一步检验结果

变量

L. ln CE

LM

L. LM

RIS

AIS_n

AIS_q

Constant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调整后R2

F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滞后

（1）ln CE0
0. 399***
（17. 85）
-0. 118*

（-1. 83）

1. 596***
（3. 43）
YES
YES
YES
0. 892
19. 79***
480

（2）ln CE3
0. 387***
（17. 52）
-0. 106*

（-1. 67）

-0. 045**
（-2. 10）
-0. 095***
（-2. 69）
-0. 180***
（-3. 00）
1. 640**
（2. 45）
YES
YES
YES
0. 896
21. 26***
480

解释变量滞后

（3）ln CE0

-0. 218***
（-2. 73）

1. 845***
（2. 92）
YES
YES
YES
0. 793
216. 12***
480

（4）RIS

0. 321**
（2. 28）

3. 973***
（8. 79）
YES
YES
YES
0. 341
35. 03***
480

（5）AIS_n

-0. 221***
（-2. 78）

11. 471***
（12. 86）
YES
YES
YES
0. 757
95. 31***
480

（6）AIS_q

0. 085*
（1. 73）

-6. 195***
（-15. 94）
YES
YES
YES
0. 511
33. 24***
480

（7）ln CE3

-0. 194**
（-2. 49）
-0. 075***
（-2. 70）
-0. 087*

（-1. 86）
-0. 317***
（-4. 19）
1. 313

（1. 50）
YES
YES
YES
0. 806
217. 62***
480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为 t值。L. 表示该变量滞后一期。（1）、（3）列表示未纳入中介变量情境下解释变量对碳排放

（ln CE）的影响。（2）、（7）列表示未纳入中介变量和纳入三个中介变量情境下解释变量对碳排放（ln CE）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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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持续抑制碳排放，推动碳排放水平稳步下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主要从抑制碳排放的视

角出发考虑土地出让市场化的效果。但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区域发展的异质性、政策推行的有效性等因素可能

引起土地出让市场化实践效果的两面性，进而使得其对

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关系不尽相同。为与时俱进地

回应现实之需，后续研究仍需持续收集多维数据，选用不

同区域层面、不同理论模型深入考虑土地出让市场化对

碳排放的多元化影响效果，力求细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

置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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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IU Xuan1，XU Hengzhou1，ZHANG Miao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and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s led to a lot of carbon emissions, which has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nd use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means to reflect the gov‑
ernment’s will and market allocation. Whether it can balance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
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
pact and multiple mechanisms of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long-term effects in term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were employed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9 that covered 30 provinces in China, the doubl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paralle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had a significant and robust inhibitory effect on carbon emis‑
sions. Every increasing unit of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reduced carbon emissions by 0.243 units. ②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indi‑
rectly inhibited carbon emissions to varying degrees by accelera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restraining the quantity imbalance of them. All three dimensions showed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Specifically,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promote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most obviously, while the quality of upgrading was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③ Carbon emissions had a significant inertia effect. An increase of one unit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previous period reduce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urrent period by 0.399 units.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land leasing marketiza‑
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as dynamic and continuous. In the long run, marketization of
land leasing can still significantly inhibit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direct effects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mediating variabl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continuously. A flexible and forward-looking mar‑
ke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the horizontal matching between land and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vertical improve‑
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wa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land leasing marketization; carbon emiss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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