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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项目的背景及意义）：
项目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新世纪以来，年均 GDP 增幅达 8%，经
济建设的成绩世界瞩目，被誉为中国奇迹。而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其成为阻
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虽然火山活动等自然现象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增加，但人类经
济活动（工业、农业和生活）向环境的污染排放却是环境污染的首要原因。而在人类经济活
动中，工业污染排放由于排放总量大，且污染浓度高，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最为显著。我国的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从 2000 年的 194.24 亿吨上升到 2009 年的 234.38 亿吨，增长了 20.6%；工
业废气排放总量从 2000 年的 138145 亿标立方米上升到 2009 年的 436064 亿标立方米，增长
了 216%（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
，单从污染物总量来看，就已经占据全部排放的 50%
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的空间过程，尤其是不断向沿海地区集中
（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
。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由于国外市场进一步开放，沿海地区迎
来新一轮高速发展，加剧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差异。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聚引致
了诸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电力短缺、供地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全球金融危机迫使
沿海地区重新思考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空间增长模式呈现一些新动向，特别是沿海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广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口号，而安徽、湖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规划产业
转移园吸引来自沿海地区的产业（王缉慈，2010）
。一些传统产业开始从广东、上海、浙江等
沿海省份向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转移（魏后凯等，2010）
。产业转移
的原因各异，一些企业因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迁移，一些企业需要接近原料供给和廉价劳动力
而变动区位，一些污染型产业迫于环境规制压力而转移（王缉慈，2010）
。
产业转移除了直接影响作为工业污染源的产业分布，从而影响到环境变化外；也可能通
过清洁型技术、企业社会责任等的扩散（UNEP，2012），而增加地区的环境绩效，减少污染
排放。因此，需要全面评价工业经济格局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项目意义：
本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课题，试图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研究我国环境问题（主要是空气
污染）
，一方面能够丰富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加强环境问题的人类活动影响认识，拓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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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理论，同时，也为我们在全国产业转移过程中，制定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的产业转
移政策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从产业布局角度改善空气质量。
现已有大量对环境污染原因、空间格局与产业格局的现状与转移的深入研究。
（1）关于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原因与空间格局的研究，在环境科学和自然地理学领域已
经有大量的阐述。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此处不做具体的综述，对于我国不同城市环境污染问
题，不同文献以不同污染物为例，给出了我国环境污染格局分布。如 He，et. al.（2012a, 2012b）
以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空气质量为例，指出近 10 年来空气质量总体来说逐渐变好，污染强
度也有所减弱，但少数城市的空气质量仍然在持续恶化。也有研究显示，在现有评价标准下，
一些地区如珠三角区域的空气质量逐渐变好，但细颗粒物在污染物种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张
逸男，等 2010）
。王莹等（2012）则利用文献综述的方法，给出了我国不同城市的土壤重金属
污染格局的描述，通过群类分析，发现识别我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少数城市，如太原、南京、
开封等地比较严重，主要污染类型为 Hg、Cd 等，不同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分布均有所不同，
长江以南的城市污染比长江以北更为严重，而中小城市的污染相比大城市而言则轻微一些。
但这些研究往往是静态研究，并且没有对污染格局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特别是人类活动的
影响机制进行阐述。
（2）产业空间格局现状和变迁过程是经济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研究显示，近二十年
来，我国产业转移呈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中国的工业产业在产业迁徙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
集聚趋势，且尺度越小，产业越细，则集中趋势越明显。产业集聚可以分别以自发的产业集
群形式（王缉慈等，2001；2010）或者各级政府设置的产业开发区形式出现（路江涌和陶志
刚，2006、2007；Ge，2009）
。二是产业的梯队扩散推进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不
断向沿海地区集中（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但新世纪以来，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腾笼换鸟”
、
升级换代，大量传统制造业产业向东西部转移（王缉慈，2010），内陆地区制造业规模和比重
上升，而沿海地区则在试图保持优势的前提下，升级现有产业类型结构，试图继续保持优势。
而在产业向不同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使得污染型产业出于对环境规制的规避而转移入内
陆，而产业的集中趋势有可能使得产业排放的污染也随着产业转移而集中于少数地方。这些
研究虽然对产业变迁的影响给予了详细刻画，却并没有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对区域环境的污染
原因做具体系统的研究。
（3）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虽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产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也有少数研究将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技术等影响途径。如
Levinson（2007）将 Grossman 和 Krueger ( 1991，1995)提出的关于国民收入与环境质量的假
定关系：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分解，发现技术变化是 1972－2001 年间美
国污染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单个经济体的产业污染关系，没有对产业对环境的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刻画。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研究对产业
变迁格局与污染格局的关系进行刻画，如高爽、魏也华等（2011）给出了无锡市内制造业产业
与水污染的空间聚合关系，发现无锡市的水污染呈现以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衰减的格局，
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格局呈现典型的空间关联格局。但这些研究的对象较为微观，也缺乏
产业变迁对污染格局影响路径分析。
已有研究将产业转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分为两类影响途径。
首先，产业转移通过影响工业污染源本身，对环境污染的格局产生影响。这类影响可以
通过产业转移对地区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的影响进行刻画。可以将现有研究对这种途径的影响
分为三种形式。
（1）产业转移本身对污染排放量的直接影响，可以归纳为“规模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
产业转移尤其是污染产业，会带来污染转移。如未良莉等（2010）构建中国产业转移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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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发现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
产业转移与地区化学需氧量呈显著性地负相关关系。林群慧等（2011）以 1998 年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为基数，分析了 1998─2007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发现
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污染没有得到更好的控制，认为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通过
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非完全执行”来吸引产业转移，使污染企业转移成为我国区域产业梯度
转移的伴生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污染产业转移并不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魏玮和毕
超，2011）
。
（2）产业转移不仅仅是工业产业的静态移动，也是产业升级、换代过程的体现，产业在
升级换代过程中规制、治污能力的不断变迁，造成了产业环境污染水平的变化，这种效应可
以用结构效应来概括。唐德才（2009）从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出发，
建立了行业和区域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会给环境污染
密度带来不同的影响。
（3）产业转移中的产业集中过程使得地区的经济地理形势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周边企
业的生产活动，影响到其他企业的污染排放，这可以称之为外溢效应。通过产业转移，产业
活动能够在一个地区集中，进而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学习，以及创新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共
享，从而影响到地区的环境表现。闫逢柱等（2011）运用 2003-2008 年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
分类数据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短期内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但长期内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具有必
然的因果关系。
另外，除了能计入污染排放统计的产业活动外，产业活动还能影响产业以外的经济活动，
例如，人类生活等方面。这些未计入污染排放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与工业排放能够通过
环境质量的改变反映。产业迁移对工业以外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相关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产业变迁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乘数效应影响（周一星，1988）。研究产业环境影响需
要考虑产业迁移对地区经济活动的整体影响，因为单位产业的增加能够增加多个城市经济活
动和就业，这部分未纳入污染排放的经济活动为通过实际排污而影响城市环境质量。
（2）产业迁徙也会使得地区整体污染活动的强度结构发生变化。如工业活动在一个地区
的增强，会使得农业活动和农业污染份额的下降。总的来说，高等级活动的迁入会相应地挤
出原有的低水平高污染经济活动，如未经授权排放的小污染、农业污染。这些企业带来的技
术进步也会通过技术外溢影响到地区污染活动（Selden T. M. et al., 1994,1995.）
。现有研究对这
部分的研究还较少，本研究拟通过社会调查，对产业的环境影响的微观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中，关于产业活动格局对环境污染格局影响的刻画相对较为缺乏。本研究拟将
多学科研究成果综合，引入动态视角，从产业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来解释我国城市空气污染
的原因，还将详细分析我国空气污染格局变迁背后的产业推动因素与影响途径，期待找到对
我国空气污染格局的现状与变迁经济活动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既丰富了环境问题的研究视
角，又拓展了产业地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同时为内陆地区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政策和治理
区域环境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够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企业决策，对深化企业转移、提升
环境公平性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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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目标
本研究采用统计资料和普查资料，系统展示和模拟我国不同地区城市的空气污染现状及
其空间格局变化；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在经济转型时期，全国产
业转移对于我国空气污染的影响，并通过典型城市实际调研在微观层面揭示在城市内部，空
气质量与城市产业、城市环境制度以及城市区域特征等的关系。以环境经济地理的角度，从
宏观的产业时空变化、微观的城市内部机制等揭示产业特征、城市特征等对我国城市空气污
染的影响以及内部的影响载体和渠道，为制定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的产业转移政策措施提供
科学的依据，从产业布局角度改善空气质量。

研究内容
不同地区城市空气污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主要包括城市的自然地理引起的区
位气候差异、季节性时间差异、区位空间南北差异、人类活动影响差异等，自然条件大多是
人类无法控制的，因此，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交通污染等人类
活动，其中的工业污染为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关注的重点。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工业污染源的
排放处理的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排放的产生的内部机制涉及较少。对于不同区域污
染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污染型产业的空间布局，即环境的经济地理影响最为显著。目前，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增加，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供应、环境规
制、物流成本以及地方政府政策随之变化，中国的产业正进行着产业的转移、升级、结构调
整等空间重组，在成本、需求以及政策制度的共同作用下，通过结构调整、企业迁移或新企
业投资等方式，促使不同类型的产业如高污染、低污染型产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在此过程中
的污染型产业的转移对于我国空气污染的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目前，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产业转移如何影响环境污染，什么产
业通过什么渠道对哪些区域的环境污染产生了影响等问题没有全局性研究。本研究引入动态
视角，探讨污染型产业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及其环境效应和途径，为我国不同地区城市空气
污染的成因提供产业、政策与制度的解释。基于上述思路，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
（1）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解释研究。
A.基于 2000 年-2011 年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统计数据（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
氧化氮）
，采用 GIS 和空间统计方法展示我国不同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并对不同地区城市主要
污染物总量、分量情况进行系统统计，整理出不同地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
B．基于整理归纳的污染成因，重点关注工业污染情况讨论，建立经济转型环境下的中国
污染型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突出政策制度和环境规制以及成本需求
机构变化的重要性；
（2）我国工业产业空间格局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A.基于工业普查数据库，建立统计模型探讨我国工业各行业比重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
B.以城市不同类型工业废气污染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烟尘等）的分解项为被
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引入各区域或城市不同污染类型产业变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空间效应和其他要素，从城市的空间、产业、以及制度特征等方面着手，重点关注产业
转移的规模、技术、结构效益效应，探讨我国产业空间格局变化与污染排放的关系；
C.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探讨城市区域特征和城市
产业变化与污染排放的关系；
（3）城市内部空气污染成因及其影响机制探讨。
A.基于城市内部空气质量监测点每日数据，在数据内插等处理基础上，建立城市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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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
B.选择典型城市，进行访问调查，探讨城市产业的结构、区位特征、人口、社会关系组
织对城市内部空气质量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讨其作用机制；
（4）结合我国工业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以及产业与污染排放关系，对我国不同地区
城市空气污染的产业层面影响机制进行总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设计合适参数和模型模拟不同地区城市空气质量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2）建立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辨识影响我国产业转移的企业因素、产业因素以及区域因
素，建立计量模型解释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机制；
（3）设计城市内部空气污染的调查问题，对城市内部空气污染机制进行探讨；
（4）从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的内部机制，解释我国不同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
将产业变化与空气污染联系起来。

前
期
准
备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
我国不同城市空气污染成因
我国污染型产业空间格局及
变化机制

数据处理与企业访谈
全国空气质量数监测数据
污染源普查数据
工业普查数据
质性调研数据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产业地理解释

研
究
内
容

非产
业经
济活
动的
区域
差异

我国
城市
空气
污染
时空
格局

技 术
结 构

微观上城市内部
环境污染解释

城市产业

成本的空间
差异

研
究
贡
献

产业
转移
的时
空变
化格
局

规 模

宏观层面产
业转移对空
气污染影响

污染治理的产业
空间布局措施

政策制度空
间差异

环境问题的地理
与制度理论解释

图 1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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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
组织等

三、项目实施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
（1）本项目将系统性地梳理空气污染和产业地理相关文献；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展开理
论探讨，构建新时期我国空气污染与产业转移的理论关系框架。
（2）收集空气质量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
（3）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基于 GIS 工具模拟我国空气污染的空间差异，选用偏移-份
额分析和分解方法解释这种变化。
（4）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产业-区域）探讨空气污染的产业因素和区域因素，对我国不
同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深入理解产业转移对空气污染的影响途径。
（5）对典型城市内部空气污染与产业转移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选择典型城市，
对其相关企业及城市街道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产业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对城市空气
污染的微观影响机制。

可行性分析
（1）项目团队已具有扎实的相关研究基础。张腾在环境规制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近期
在 《 Eurasia geography and economy 》 上 发 表 了 《 Air Quality in Urban China: Does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atter?》，另有一篇关于空气质量的文章《规
制效果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即将发表。周沂曾参加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湖北省二等
奖，华中地区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具有较好的数据和模型处理能力；近期以深圳市为例完
成了《企业环境外部性与污染型企业地理空间特征》的相关研究，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and Intra-City Firm Location: the Case of Shenzhen, China》文章也即将
发表。王洁玉本科具有人文地理学科背景，社会调查功底深厚，擅长问卷调查和访谈等质性
研究，同时也熟练掌握 GIS 软件。
（2）项目团队已具有丰富的实战项目经历。张腾研究生期间参与横向课题两项：《首都
区域产业空间专题研究》和《长治市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研究》
。周沂和王洁玉参加国土资源部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城市群经济空间与国土优化利用耦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并已完成
项目论文 2 篇（
《武汉城市群经济整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3D 视角的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空
间分析》
）
。
（3）涉及本项目的相关数据在一定经费支持下可以获取。本项目是环境经济与产业地理
跨学科交叉研究，采用的方法在已有研究基础中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参考借鉴。本项目申请
人及其团队能够熟练地处理数据和模型相关的技术问题。
如获得资助，项目申请人及其团队将认真完成研究任务，有充分把握实现研究目标。

四、创新点简介
（1）跨学科性：已有的空气污染相关研究大多从环境学方面考虑，本研究采用环境经济
学与产业地理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将经济学计量方法应用于环境分析，量化空间因素，使
其具有可操作性。
（2）时效性：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近几年刚刚提出，实施时间较短，本研究对于相关政
策的指导意义具有时效性。
（3）实用性：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制定针对性的吸纳产业转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制定治理区域性工业污染政策提供结构性思路，能够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企业决策，对
深化企业转移、提升环境公平性具有指导意义。
（4）研究方法与视角：使用定性与定量方法，从微观和宏观的不同尺度解释产业转移对
空气污染的影响途径和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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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目标及成果形式；
本项目预计完成 1 份项目报告和 1-2 篇学术论文。具体可以列出以下预期成果：
（1）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差异及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
（2）不同类型产业（如高污染、低污染；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空间格局变化规律；
（3）产业转移对空气污染的影响途径和具体机制；
（4）一个城市内部，空气污染与产业转移的微观关系探讨。
具体的时间安排如下：
表 1 项目进度安排
1
2
3
4
进度安排 12
序
|
|
|
|
|
任务
1
2
3
4
5
号
月 月 月 月 月
1

初 期 准 资料数据收集和初步整理
备阶段 文献综述，进行理论框架构建
空气污染与产业转移的宏观描述研究

2

3

实证研
构建计量模型
究阶段
开展空气污染与产业转移的宏观性因素
分析
搜集整理北京市相关环境检测数据
野外调
查 准 备 参加一次学术会议
阶段
整理结果，准备中期考察
选择典型企业，进行调研

4

野 外 调 在典型城市内部街道进行问卷调查
查阶段
调研结果整理
撰写 1-2 篇学术论文并投稿

5

成果提
整理最终成果报告与成果总结
升阶段
完成总报告，报送成果与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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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费预算计划（明细表）：
表2
序号

项目经费预算

预算科目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

1

一、材料费

2

（1）录音笔

3

1000

3,000

3

（2）Nvivo 质性分析软件

1

7000

7,000

4

二、资料费

5

（1）数据资料租用及购买

-

-

3,500

6

（2）数据资料复印费用

-

-

1,500

7

（3）文献资料复印费用

-

-

1,000

8

（3）问卷资料复印费用

-

-

1,000

9

三、加工费

10

（1）音频资料转录费

-

-

3,000

11

（2）论文发表版面费

2

1500

3,000

12

四、加工费

13

（1）模型调试费

14

五、交通费

15

（1）学术会议注册费

3（人）

1000

3000

16

（2）学术会议差旅费

5（天）

400

2000

17

（3）调研交通费

15（天）

200

3000

18

合计

10,000

7,000

6,000

2,000
1

2000

2000
8,00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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