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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2

绿色信贷政策

“GDP锦标赛”与分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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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动机

企业债务融资

非经济性因素
（企业环境表现）

经济性因素

制度因素
（地方经济发展压力）



4

      理论基础——风险理论

企业良好的环境表现能够避免严重的环境事故导致的赔
偿支付和清洁成本。（Aintablian等，2007）

提高环境风险管理水平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增加债务
融资比重。（Sharfman和Fernando，2008）

当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违约风险巨大时，企业无
法获得长期债务融资。（Stiglitz和Wei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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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基础——制度理论

企业的债务融资受到各国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市
场发展程度、税收制度、政府干预和政治关系等制度因
素的制约。（Demirguc- Kunt 和Maksimovic，
1999；Faccio，2002；La Porta 等，2002；
Giannetti，2003；Fan 等，2010）

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会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孙铮等，
2005；江伟和李斌，2006；黎凯和叶建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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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
企业较好的环境表现，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且更为长
期的新增贷款。

研究假设2      
在经济发展压力大的地区，企业环境表现在获取新增贷
款中的重要性会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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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设计

 • 企业环境表现
– 企业环境表现评价体系（3个维度，8个指标）
• 地区经济发展压力
− 样本公司注册所在地    GDP增幅排名变动
• 债务融资能力
− 新增借款（变动率）
− 新增长期借款 （变动率）
• 控制变量
− 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所有权性质    资产结构    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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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解释——企业环境表现



9

      样本与数据

•    2008年至2010年    沪、深A股    重污染行业
•    190家样本公司    共计516个样本观测值
•    环境表现：
     公司年报    社会责任报告    各地区环保厅（局）网站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网站    中国经济新闻库
•    GDP：《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财务：国泰安CSM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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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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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检验结果

 模型1 模型2

 Loan Long_Loan Loan Long_Loan

Intercept -1.5414***

（-3.15）

-5.4018***

（-3.48）

-1.2585***

（-2.59）

-4.6472***

（-3.00）

EP 0.8036***

（4.80）

2.0644***

（3.88）

1.1990***

（5.81）

3.1066***

（4.72）

EP  GDP_Rank   -1.1141***

（-3.24）

-2.9409***

（-2.68）

GDP_Rank   -0.1862***

（-3.23）

-0.5254***

（-2.86）

N 516 516 516 516

F 9.18 11.84 9.73 11.01

Adjusted R-square 0.0870 0.1121 0.1194 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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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环境表现变量

•    用环境表现的五色分类变量EC替换解释变量EP。

•    根据《指南》中企业五色环境表现等级评价方法和标
准，将样本企业的环境表现水平划分为绿、蓝、黄、红、
黑五种颜色，并将五种颜色依次赋值为5、4、3、2、1。

•    环境五色分类变量EC与原环境表现变量EP的相关系数
为0.6742，且在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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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环境表现变量

 模型1 模型2

 Loan Long_Loan Loan Long_Loan

Intercept -1.2758***

（-2.63）

-4.6979***

（-3.09）

-0.8752**

（-1.84）

-3.4015**

（-2.28）

EC 0.2262***

（4.94）

0.7955***

（5.55）

0.4593***

（7.06）

1.5654***

（7.69）

EC  GDP_Rank   -0.4585***

（-5.07）

-1.5063***

（-5.32）

GDP_Rank   -0.1756***

（-3.09）

-0.4847***

（-2.72）

N 516 516 516 516

F 9.43 14.74 11.89 16.21

Adjusted R-square 0.0894 0.1380 0.1446 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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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

•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二阶段回归估计来控制内生性。

•    选用“城市环境治理投资额”的对数INV作为工具变量，
城市环境治理投资额体现了各地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程度，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但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不
直接相关。

•    城市环境治理投资额与企业环境表现的相关系数为
0.2421，且在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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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EP EP Loan Long_Loan Loan Long_Loan

Intercept -0.8580**

（-2.51）

-1.2712***

（-2.89）

-2.3361***

（-2.75）

-6.6174**

（-2.45）

-1.1166

（-1.36）

-3.0030

（-1.22）

INV 0.0561***

（4.49）

0.0745***

（4.38）

    

INV  GDP_Rank  -0.0521**

（2.50）

    

EP   3.4324***

（3.78）

6.0852***

（2.62）

3.6083***

（3.67）

9.3905***

（2.76）

EP  GDP_Rank     -4.6689**

（-2.15）

-13.8331**

（-2.02）

GDP_Rank  1.2083**

（2.45）

  -0.1821***

（-2.82）

-0.5337***

（-3.06）

N 516 516 516 516 516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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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较好的环境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得较多且较为
长期的新增贷款，但在当地面临经济发展压力时，企
业环境表现在债务融资中的重要性会明显下降。

       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干预
信贷资源的可能。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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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梳理挖掘理论贡献
•    引入紫金矿业案例
•    环境表现评分与环保部门评价结果比对
•    重新选取债务变量

−负债比率、期限结构
−新增借款、新增长期借款

•    稳健性检验
−替换经济发展压力变量、替换债务变量、组间估计
回归、固定效应回归
−替换环境表现变量、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

      

        修改经历



感谢您的聆听，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