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就一直进行着

关于“企业变绿是否能得到回报？”的辩论。一种观点

基于资源基础论和能力理论，认为执行积极的环境

战略能提升组织能力（Sharma、Vredenburg，1998；
Aragón- Correa、Sharma，2003；杨德锋、杨建华，

2009）、获得竞争优势（Hart，1995；Klassen、McLaughlin，
1996；Christmann，2000；李创，2016）和改善财务绩

效（Judge、Douglas，1998；Klassen、Whybark，1999；
Wagner、Schaltegger，2004；李怡娜等，2013；迟楠等，

20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得不

到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因而会给企业绩效带

来不利影响。如Walley和Whitehead（1994）认为，在

环境问题上，股东价值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遵守

法规、降低环境污染等都是次要的，得不到股东的感

知和认同。Newton、Harte（1996）甚至认为，现有关

于实施环境管理对企业有利的言论是“传道士式”的

花言巧语。Feichtinger（2005）证实企业通过学习效应

及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来减少污染排放会对企

业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分析上述两种观点可知，虽然已有研究证明实

施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内在能力与竞争

优势，但是企业积极的环境战略是否能得到利益相

关者的认同是影响企业是否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的

重要外在因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认知、

评价、情感以及联想方式等是企业绿色形象的体现。

因此，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

战略的“变绿”企业是否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

化的感知和认同，获得更高的绿色形象？如是，积极

的企业环境战略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绿色形象的感知，从而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的影响

企业环境战略是指企业就其环境责任对外宣布

的战略布局，反映企业环境责任管理过程及程度。每

个企业环境管理程度与过程不一致，一些企业迫于

环境规制与变革的压力，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变化

及要求，而另外一些企业则积极、主动将环境管理纳

入企业管理体系中，甚至将环境管理作为企业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Hunt和Auster（1990）通过调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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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根据公司环境管理的主动程度，把采用不同

环境战略的企业分为初始者、消防员、企业公民、实

用主义者和积极主义者五种类型。Roome（1992）以
英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也根据公司环境管理积极程

度提出了不履行、履行、履行加、商业与环境优秀和

领导优势等从消极逃避到积极应对五种战略选择。

上述两种环境战略分类均关注环境管理过程，反映

企业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应对的环境管理程度及实

践，反映企业的变绿过程。不同类型环境战略体现高

层管理者支持及参与环境管理的态度与程度、环境

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环境管理信息的传递、员

工的环境培训与参与等四个特征。

各类环境战略及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知，不履行战略（初始者）企业不愿应

对环境变化，将环境管理视为负担，利益相关者得不

到关于环境问题及其后果的信息。履行战略（消防

员）企业在环境问题发生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是

对法律强制性要求的被动反应。这类企业只会对外

披露部分与之相关的环境报告。上述两类“非绿”企

业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变化及要求，基本没有或仅

对外披露少量环境信息。履行加战略（企业公民）意

味着公司的高管愿意使用管理体系和管理政策积

极、主动地进行环境管理，管理者将新的环境管理理

念和技能纳入企业持续发展战略中，将环境融入员

工发展项目，体现环境对管理流程的重要影响，制定

内在环境报告和少部分外部报告。商业与环境优秀

战略（实用主义者）企业将环境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

层面，系统地开展环境管理（Heather等，2013），从高

管到员工皆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中。领导优势（积极

主义者）企业的环境战略更像是实务操作战略

（Roome，1992），该类企业已经将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到公司实践中，通过积极的

环境管理来建立竞争优势，并试图建立行业环境标

准，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最后两类“变绿”企

业一方面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环境单项报告、公司

官网上的环境专栏等方式将企业的全面环境计划、

环境政策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沟通；另一方面也会

通过年报等方式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环境

目标的执行情况和环境愿景，借此向股东等利益相

关者表明公司致力于环境问题，并且这些环境行动

已经转化成改善的企业内在的环境绩效，建立公司

致力于环境问题的公众形象，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绿色形象的感知，帮助企业树立和提升绿色形象。

综上，与不履行（初始者）、履行（消防员）等被动

应对环境变化与环境规制要求的消极环境战略的

“非绿”企业相比，履行加（企业公民）、商业与环境优

秀（实用主义者）、领导优势（积极主义者）等采取越

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越会将环境管理纳入

企业战略层面，采取更为积极的环境管理战略，并主

动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及时、全面地将环境计划向

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汇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利益相

关者和决策的影响，更能够获得政府、股东等利益相

关者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

色形象的评价。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非绿”企业相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

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

的感知和认同，从而树立更高的绿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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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特征

高层管理者不支持或参与

环境管理不是必须的

没有环境报告

没有员工环境培训与参与

高层管理者零星参与

只有在必要时才应对环境
问题

满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

几乎没有员工环境培训及
参与

高层管理者部分参与

环境管理是一个有价值的
职能

有内部报告，但只有少的可
怜的外部报告

部分员工环境培训及参与

高层管理者支持而且参与
环境问题管理

环境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
要职能

内部与外部报告

鼓励员工环境培训与参与

高层管理者倡导且积极参
与环境问题管理

环境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的内部与外部报告

倡导全体员工环境培训与
参与

非绿
或

变绿

非绿

非绿

变绿

变绿

变绿

表 1 企业环境战略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注：根据 Hunt 和 Auster（1990），Roome（1992），Ian、

Jacqui和Andrew（2010）等文献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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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环境战略与绿色创新

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环境理念和环境道德在企

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企业需要采取产品创新、变革

组织结构等措施来实现。不履行（初始者）、履行（消

防员）两种消极战略“非绿”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是

对法律强制性要求的被动反应，这些企业的高层管

理者缺乏环境责任意识，没有从环境变化和压力中

找到绿色创新的机会和动力，也没有将企业创新与

环境战略相联系，尤其是不履行战略企业，其创新与

企业环境战略没有任何关系。

履行加、商业与环境优秀（积极主义）、领导优势

等积极战略企业的高管团队具有强烈的环境责任意

识，积极参与环境管理。高管团队的强烈环境责任

意识促使企业将“绿色”融入产品与工艺设计中，激

发企业的绿色创新，在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中探索

获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环境管理能力与创新技

术。高管团队积极参与环境管理的企业也将投入更

多资源到环境管理中，以增加企业绿色产品与工艺

创新的能力（姜雨峰、田虹，2014）。此外，更为积极的

环境战略企业的环境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也更

高，管理者将新的环境管理理念和技能纳入企业持

续发展战略中，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改善产品质

量，改进产品生产流程（田虹、潘楚琳，2015）。在环境

管理方面企业更可能进行能源节约、污染防治、废物

回收、绿色产品设计等产品或过程的提升。采用环境

管理常常促使企业将严格的环境标准运用到企业的

绿色产品或绿色工艺中，以创造高门槛的行业壁垒

（Barret，1991）。尤其是领导优势战略企业已经将环

境管理体系、环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到公司的实

践中，具有高度环境伦理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绿色

创新来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弥补环境成本（Chen等，

2006）。因此，此类企业更致力于加强环保产品的开

发及新环保工艺的研究，并试图建立行业环境标准，

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此外，采取更为积极

的环境战略的企业也会将环境信息及时传递给员

工，将环境管理融入员工发展项目，促进企业绿色创

新能力的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

的绿色产品创新；

假设2b：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

的绿色工艺创新；

假设 2c：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

的绿色管理创新。

（三）企业环境战略与绿色形象——绿色创新的

中介作用

企业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表明企业愿意将更多

的资源积极主动地投资于绿色创新，企业通过绿色

创新能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资源或生产出更为环保

的产品，从而在社会公众面前更加体现出企业对环

境责任的承担，这种绿色创新的投入能将环境成本

转化为企业的“绿色”标签，从而建立更加绿色的形

象。主要表现为：①主动履行环境承诺的企业率先进

行绿色产品创新（Chang，2014），研发环境友好型产

品以区别于竞争对手，掌握先动优势，绿色产品率先

获得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提高市场占有

率，提升企业绿色形象（Chen，2010）。②实施更为积

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加大绿色工艺投入不仅可以减

少生产污染，还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使企业持

续地通过绿色工艺创新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一方面

实现环保目的，另一方面改善企业内在的环境绩效

与财务绩效，获得股东、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

的感知与认可，为企业绿色形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和长久的支持。③采取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

其高管团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愿景往往成为创新的

动力，使其致力于绿色创新的发展（Klewitz、Hansen，
2014），绿色创新能转化成企业实在的环保行动规

范，绿色管理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资源节约

与环境保护，从而企业不仅能获得良好的口碑，还能

获得政府、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认可，提升

绿色形象。

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可以通过企业绿色产品创

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Chiou 等，

2011），获得股东、顾客、政府、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

者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产品创

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假设3b：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工艺创

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假设 3c：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管理创

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综上，本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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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创新支撑和引

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将创新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环境战略中的

绿色创新将步入新的阶段。因此，本文基于 2008年
环保部颁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

录》，根据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选取 2014 年沪深两市火电、钢铁、水泥等

14类重污染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了中小板、

创业板企业、仅发行B股的企业、已退市或主营业务

发生变更的企业以及有关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最

终得到 468份样本数据。企业规模等财务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1. 企业环境战略测量。基于企业环境战略的四

个特征，使用成立专门的环境委员会、高层管理者参

与环境活动等 10个题项对样本企业环境战略具体

实践进行评分。评分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样本企

业年报、官方网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单项报

告中提及的企业环境战略的实践内容是否与本文设

计的 10个题项相符。每符合一项，赋值 1分。最终每

个企业环境战略得分是10个题项的得分总和。具体

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2. 绿色形象测量。绿色形象是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环境行为的认知、评价、情感以及联想方式等。本

文将绿色形象分为两类，一是政府视角下的企业绿

色形象［即绿色形象（政府）］，二是非政府视角下的

企业绿色形象［即绿色形象（非政府）］。在政府视角

下，以企业环境管理受到政府或环境监管部门的嘉

奖（如“节能突出贡献”荣誉称号、循环经济项目表

彰、绿色矿山试点先进单位等）作为政府对企业绿色

形象的感知与评价。

根据嘉奖的程度进行打分，由国家环保部等国

家级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国家级嘉奖，赋值

4分；由省级（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环保厅等省级政

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省级嘉奖，赋值3分；由市

级环保局等市级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市级嘉

奖，赋值 2分；由区级、县级管委会等政府机关公布

的嘉奖认定为市级以下嘉奖，赋值1分；没有获得以

上任何等级的嘉奖的赋值 0分。如同时获得多种不

同等级嘉奖，取企业获得的最高奖项等级赋值，最高

分4分，最低分0分。

在非政府视角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

者、行业组织等，因此本文将协会（如行业协会、循环

经济协会等绿色环保协会）、杂志（国内外如中国证

券报、福布斯杂志、企业社会责任杂志等经济与环保

刊物）、媒体（如人民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

业竞争力年会等媒体组织）等非政府机构对企业的

绿色评价（如节能称号、绿公司百强榜、低碳标杆企

业等）作为非政府视角下企业绿色形象的测量指标。

获得非政府机构奖项的企业赋值 1分，未获得奖项

的企业赋值0分。通过内容分析法分别从企业年报、

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环境报告及企业官方网站上收

集企业获得的有关绿色、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嘉奖与

评价。

3. 绿色创新测量。绿色创新是企业对能源节

约、污染防治、废物回收、绿色产品设计以及企业环

境管理等产品、过程与管理的提升。本文借鉴Chen
（2006）、Shu等（2014）等人的研究方法，基于绿色产

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的特征体现，

设定使用低耗能材料等 9个题项测量绿色创新（详

见表 3）。评分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样本公司年

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中提及的企业绿色创新

的具体内容，对上述绿色创新各题项每符合一项赋

值1分，最终汇总得分，其中：绿色产品创新总分为4
分；绿色工艺创新总分为3分；绿色管理创新总分为

2分。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规模越大的

企业，具有越强的资源整合和分配能力，并且对绿色

创新的支持力度也越大，使用年报中总资产的自然

对数测量企业规模。

企业环境战略特征

高层管理者支持而且参
与环境问题管理

环境管理是企业管理的
重要职能

内部与外部报告（环境
信息的传递）

员工环境培训与参与

环境战略测量题项

成立专门的环境委员会

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

有环境规划或年度计划

有环境、健康、安全部门

环境管理体系及制度

是否有单项环境报告

官网上是否有环境专栏

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者利益相
关者沟通

将环境计划与员工沟通

环保培训与宣讲

表 2 企业环境战略测量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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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企业环境战略聚类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K-均值聚类法，采用四个环境响应特

征下的 10个题项对 468家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为了确保聚类结果的稳定性，根据

Kabanoff、Walderess（1995）的做法，先通过随机选择

5个案例来初步确定每个类别的原始中心点，然后

将各案例按距离最近的原则逐一归入各个类别，最

终计算出各类别的新中心点。聚类结果如表4所示。

聚类结果显示，实施环境战略的样本企业共可

分为 5 类，第一类企业有 68 家，占样本总数的

14.53%，各项得分均值均较低，说明该类企业仅仅是

在现有的管理情况下加入环境责任，划分为不履行

企业。

第二类企业有112家，占样本总数的23.93%，仅

“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平均得分 0.88）与“将

环境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沟通”（平均得分

0.95）得分较高，说明这类企业开始意识到环境管理

的重要性，但仍旧将环境管理作为应对措施，故将这

类企业划分为被动履行企业。上述两类企业的企业

环境战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1.09与 3.32，低于总平

均分4.643，属于“非绿”企业。

第三类企业数量为142家，在“高层管理者参与

环境活动”（平均得分0.92）、“环境管理体系及制度”

（平均得分0.96）、“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

沟通”（平均得分 0.99）、“将环境计划与员工沟通”

（平均得分 0.98）等方面得分均较高，相比被动履行

企业，都有较大发展，且将环境计划纳入企业发展计

划中，故将这类企业划分为主动履行企业。

第四类企业数量为72家，除与主动履行企业得

分较高的几项同样具有高分之外，“官网上是否有环

境专栏”（平均得分1）得分更高，从高层管理者到员

工都积极参与环境管理，且对外披露更积极，故将这

类企业划分为环境优秀企业。

第五类企业数量为74家，各项均有得分且得分

均值较高，尤其是“有环境、健康、安全部门”“将环境

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沟通”“将环境计划与员工

沟通”三项得分最高（平均得分1），该类企业通过积

极的环境管理来建立竞争优势，并试图建立行业环

境标准，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故将这类企业

划分为领导优势企业。第三类到第五类企业环境战

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5.44、5.60和 7.47，高于总平均

分4.643，属于“变绿”企业。本文的聚类结果与Hunt
和 Auster（1990）及 Roome（1992）的分类保持了一

致。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对企业环境战略赋值1 ~ 5
分，分值越高，表明采用越积极的环境战略。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所
示。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得分均值

变量

绿
色
产
品
创
新

绿
色
工
艺
创
新

绿
色
管
理
创
新

绿色创新的特征体现

选择耗能低的材料实
现产品制造

使用最少量的材料实
现产品设计

实现最低污染

产品易于回收、重复使
用和分解

减少使用原材料及水、
电、煤、油等资源的消
耗

回收废弃物或排放物
使其能得到处理或重
复使用

重新定义经营和生产
过程以确保内部效率
能帮助实现绿色管理

重新设计和改善产品
或服务以获得新的环
境标准或指令

绿色创新测量题项

使用低耗能材料

材料节约利用

减少含有害物质的材料使用

环保节能产品与包装设计

减少使用原材料的工艺改进

能耗降低的技术引进

使用循环利用、废物处理、综
合回收技术

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活动

建立公司内部具体的环保管
理条例

环境战略的具体体现

成立专门的环境委员会

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

有环境规划或年度计划

有环境、健康、安全部门

环境管理体系及制度

是否有单项环境报告

官网上是否有环境专栏

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者利
益相关者沟通

将环境计划与员工沟通

环保培训与宣讲

企业绿色响应环境战略
总分

企业数量

类别1
不履行

0

0.06

0.09

0.1

0.43

0

0.03

0.1

0.24

0.04

1.09

68

类别2
被动
履行

0.01

0.88

0.56

0.24

0.21

0.01

0

0.95

0.43

0.03

3.32

112

类别3
主动
履行

0.01

0.92

0.76

0.36

0.96

0.02

0

0.99

0.98

0.44

5.44

142

类别4
环境
优秀

0

0.93

0.68

0

0.68

0.1

1

0.97

0.96

0.28

5.60

72

类别5
领导
优势

0.09

0.96

0.97

1

0.77

0.14

0.92

1

1

0.62

7.47

74

表 3 绿色创新测量 表 4 企业环境战略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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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889、0.177，说明无论在政府还是非政府视

角下企业的绿色形象都普遍偏低。环境战略的得分

均值为 2.950，标准差为 1.268，表明重污染行业企

业在制定和执行环境战略方面表现不足而且样本

企业间的环境战略存在差异。绿色产品创新、绿色

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均值分别为 2.173、
1.658、1.274，标准差在 0.7 ~ 1.5之间，说明样本企业

的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存

在差异。

（三）回归分析

1.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通过单因素方差分

析法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环境战略下的企业

绿色形象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方差分析统计结果

显示，F 统计量的观测值分别为 11.664［绿色形象

（政府）］，9.622［绿色形象（非政府）］，在显著性水平

为0.001的条件下，两者的相伴概率P值均为0.000，
说明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的绿色形象（政府）与

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进一步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企业环

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驱

动影响。两个回归方程中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

2，表明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

府）、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方程

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F=31.852，P<0.001；F=
27.776，P<0.001），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

形象（政府）（β=0.203，P<0.001）与绿色形象（非政

府）（β=0.171，P<0.001），这表明环境战略是企业绿

色形象的重要驱动因素，即企业“变绿”能显著正向

提升自身的绿色形象。因此，企业应当积极履行环境

战略，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层面，通过多种渠

道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利好信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对

其绿色形象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故假设1得到验证。

2.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根据 Baron 和 Kenny
（1986）所提出的复回归分析及路径分析检验绿色创

新的中介效应（表7 ~表9中模型2 ~模型5），满足以

下四个条件即表示有中介效果：①验证自变量环境

战略对因变量绿色形象的回归（见表 6）；②验证自

变量环境战略对中介变量绿色创新的回归（表7 ~表
9模型 1）；③验证中介变量绿色创新对因变量绿色

形象的回归（表 7 ~表 9模型 2、模型 4）；④验证自变

量环境战略在加入中介变量绿色创新之后的回归方

程中对因变量绿色形象的回归（表7 ~表9模型3、模
型 5），若回归关系显著，表明绿色创新具有部分中

介作用，若回归关系不显著，则表明绿色创新具有完

全的中介效果。表7 ~表9中各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

的VIF值均略高于1，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7 ~表9。

表 7检验了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方

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且环境战略显著正向

影响企业绿色形象（政府）（β=0.203，P <0.001）（表

6）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71，P <0.001）（表6）；

变量

绿色形象（政府）

绿色形象（非政府）

环境战略

绿色产品创新

绿色工艺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

企业规模

N
468
468
468
468
468
468
468

最小值

0
0
1
0
0
0

18.67

最大值

4.00
1.00
5.00
4.00
3.00
2.00

28.24

均值

1.889
0.177
2.950
2.173
1.658
1.274

22.409

标准差

1.844
0.382
1.268
1.355
1.148
0.781
1.423

因变量

自变量

环境战略

企业规模

R2

Adj- R2

F

绿色形象（政府）

标准化系数

0.203∗∗∗
（4.299）

0.212∗∗∗
（4.491）

0.120
0.117

31.852∗∗∗

绿色形象（非政府）

标准化系数

0.171∗∗∗
（3.591）

0.219∗∗∗
（4.592）

0.107
0.103

27.776∗∗∗表 5 描述性统计

表 6 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视角）
的回归结果

注：样本数N=468；表中所示β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回

归系数；括号内数值为 t检验值；∗∗∗表示P< 0.001，∗∗表
示P< 0.01，∗表示P< 0.1。下同。

因变量

自变量

环境战略

绿色产品创新

企业规模

R2

Adj-R2

F值

绿色产品
创新

模型1
0.253∗∗∗

0.247∗∗∗
0.174
0.171

49.138∗∗∗

绿色形象
（政府）

模型2

0.114∗
0.253∗∗∗
0.097
0.093

24.947∗∗∗

模型3
0.186∗∗∗
0.068

0.196∗∗∗
0.124
0.119

21.965∗∗∗

绿色形象
（非政府）

模型4

0.097∗
0.253∗∗∗
0.090
0.086

23.053∗∗∗

模型5
0.156∗∗∗
0.059

0.204∗∗∗
0.110
0.104

19.034∗∗∗

表 7 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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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模型1结果显示，环境战略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53，P<0.001），假设 2a得到

验证；模型 2及模型 4的回归结果显示，绿色产品创

新对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均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β=0.114，P<0.1；β=0.097，P<0.1），满足

中介检验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中更进一步

的绿色产品创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

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

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
0.186，P<0.001；β=0.156，P<0.001），而且环境战略

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程度

显著下降（β=0.186<0.203；β=0.156<0.171），说明绿

色产品创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

象（非政府）的影响之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

假设 3a得到验证，即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企业

产品的绿色创新活力越强，就越能从产品设计、材料

使用中创造自身的绿色优势，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感

知和评价，从而提升企业在政府与非政府视角下的

绿色形象。

同理，表8检验了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回

归方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且环境战略显著

正向作用于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表6）；表8模
型 1结果表明，环境战略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β=0.303，P<0.001），假设2b得到验证；

模型2与模型4结果表明，绿色工艺创新对绿色形象

（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β=0.178，P<0.001；β=0.093，P<0.1），满足中介检验

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进一步的绿色工艺创

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

府）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

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64，P<0.01；
β=0.157，P<0.01），且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

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显著下降（β=0.164<

0.203；β=0.157<0.171），说明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

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

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假设3b得到验证，即

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企业越愿意将资金投入到

技术设备中，以增强绿色工艺创新的能力。

表 9检验了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环境战

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表 6）；
表9模型1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管

理创新（β=0.271，P<0.001），假设 2c得到验证；模型

2与模型 4的结果显示，绿色管理创新对绿色形象

（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154，P<0.01；β=0.114，P<0.1），满足中介检验

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中进一步的绿色管理

创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

政府）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

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74，P<
0.001；β=0.151，P<0.01），且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

（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程度显著下降

（β=0.174<0.203；β=0.151<0.171），说明绿色管理创

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

府）的影响之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假设3c
得到验证，即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越能在内部实

行绿色管理标准，提高绿色管理能力。

综合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知，更为积极的

环境战略能通过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

色管理创新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绿色形象。这表明，实

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更可能投入更多资源

到绿色创新活动中以获得更为绿色的企业形象，绿

色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绿色形象的重要驱动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规模在上述回归分析中显示的

均为显著正向作用，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由于受到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越多，越有意识和能力实施更为

积极的环境战略，采用绿色创新战略来提升企业的

表 8 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 9 绿色管理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环境战略

绿色管理创新

企业规模

R2

Adj-R2

F值

绿色管
理创新

模型1

0.271∗∗∗

0.221∗∗∗
0.169

0.166

47.436∗∗∗

绿色形象
（政府）

模型2

0.154∗∗
0.242∗∗∗
0.107

0.103

27.805∗∗∗

模型3

0.174∗∗∗
0.110∗

0.188∗∗∗
0.131

0.125

23.218∗∗∗

绿色形象
（非政府）

模型4

0.114∗
0.249∗∗∗
0.094

0.090

24.002∗∗∗

模型5

0.151∗∗
0.075

0.202∗∗∗
0.111

0.106

19.399∗∗∗

因变量

自变量

环境战略

绿色工艺创新

企业规模

R2

Adj-R2

F值

绿色工
艺创新

模型1
0.303∗∗∗

0.257∗∗∗
0.219
0.216

65.317∗∗∗

绿色形象
（政府）

模型2

0.178∗∗∗
0.225∗∗∗
0.113
0.109

29.579∗∗∗

模型3
0.164∗∗
0.129∗∗
0.179∗∗∗
0.134
0.128

23.844∗∗∗

绿色形象
（非政府）

模型4

0.093∗
0.251∗∗∗
0.089
0.085

22.800∗∗∗

模型5
0.157∗∗
0.046

0.207∗∗∗
0.108
0.103

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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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形象。

3. 稳健性检验。为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本文选取样本企业2015年的变量数据进

一步检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以及绿色产品创新、

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对环境战略与绿色形

象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结论并未发生显著改

变，因此，实证结果是稳健的。限于文章篇幅本部分

结果未列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证明，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不仅

能直接提升企业绿色形象，还能通过绿色创新间接

提升企业绿色形象。上述结果回答了本文提出的两

个问题：一是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更容

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感知，可获得更高的绿

色形象；二是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还可通过不同的

绿色创新方式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对此，本文提出以

下建议。

1. 企业应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提升利益相关

者的感知，从而提升绿色形象。与“非绿”企业相比，

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更容易获得

政府、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感知与高度评价，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因此，第一，企业应采

取积极的环境战略。这不仅要求企业加强员工的环

境培训，使其从高管到员工都积极参与环境管理，还

要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将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公司的实践中，以提升竞

争优势，建立行业环境标准，成为行业环境管理的领

袖，实现企业绿色愿景和目标。第二，拓宽利益相关

者感知企业环境行为的途径。企业绿色形象是利益

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感知与评价，因此企

业应及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环境单项报告、企业官

网等方式将全面环境计划、环境政策与股东等利益

相关者沟通，传递公司环境目标的执行情况和环境

愿景，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帮助

企业树立和提升绿色形象。

2. 绿色创新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环境战略可以

通过绿色创新“变绿”。中介效应分析结果验证了更

为积极的环境战略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还能通过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因此，企

业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

能力，从而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值得注意的是，

绿色创新的部分中介效应不仅仅作用于环境战略对

政府视角下的绿色形象的影响，同样作用于非政府

视角下的绿色形象，说明企业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

可通过绿色产品设计、材料节约等产品创新，采取减

少有毒物质或废物的排放，减少使用原材料、水、电

等资源的消耗等工艺创新以及实施积极的绿色管理

活动获得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评价，

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因此，建议政府与非政府的

利益相关者多渠道、全方位关注和评价企业的环境

战略和绿色创新活动，如政府可制定相应的激励政

策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非政府利益相关

者应从企业对外披露报告、企业公布的环境活动等

方面更深入了解企业的绿色活动。从而对企业绿色

形象做出更为恰当的感知与评价，对“非绿”与“变

绿”企业给出差异化的感知与评价，这样既能促进

“非绿”企业“变绿”，也能增强“变绿”企业的积极性。

综上，本文虽然研究了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对

企业绿色形象的提升作用和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

但选取的样本局限于重污染行业，使得研究结论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从全行业或其他行业进行

研究。此外，本文仅从产品、工艺与管理三个方面探

讨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于绿色创新的方式选择

与信度分析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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