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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披露规制下企业碳减排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摘要】工业企业是碳减排的重要责任主体。通过分析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影响路径，

将熵权-TOPSIS法引入企业碳减排投资决策过程，并以减排技术投资为例，分别对强制型和非强制型碳

披露规制下企业碳减排决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碳披露规制下企业进行决策的侧重点不

同，导致最终决策结果有所差异，且节能减排效果显著的项目比初始投资成本低的项目更具优势，大力

减排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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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碳减排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目前我

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工业企

业仍将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减少碳排放不但

是其应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更关乎其自身生存及

长远发展。然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及较高的碳减

排成本使得企业不愿主动采取碳减排行为，单靠市

场机制难以完成我国对世界承诺的碳减排目标，因

此需要依赖政府的一系列环境政策对企业行为进行

约束，而碳披露规制不失为一种可用的限制手段。碳

披露规制虽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碳减排行为，但可通

过干预企业碳披露行为影响碳信息使用者决策，从

而倒逼企业实施碳减排。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实施碳减排需要大量投入，

在能力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兼顾减排效

果与经济收益的项目是企业决策时需考虑的重要问

题。不同于一般生产经营决策，碳减排项目投资决策

在传统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考虑环境相关潜

在收益及成本。另外，碳减排项目投资决策不能仅以

经济性指标为基准，更要考虑环境和社会效益，即具

有多元化决策目标，这就构成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

常见的多目标决策方法有TOPSIS法、层次分析法

等，TOPSIS法对原始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消除了不同

指标量纲的影响，可直观反映各方案优劣，并且使用

灵活简便，因此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日趋广泛。但传

统TOPSIS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即指标权重往往是

通过主观方法确定的，这就不可避免带有评价者的

主观偏好。而熵权法可完全根据决策矩阵计算出的

熵权来代表各指标重要性程度，其过程是客观的，恰

好可弥补主观赋权法的缺陷。因此，兼具二者优点的

熵权-TOPSIS法是企业进行碳减排项目投资决策

的一种有效方法。

二、文献回顾

随着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定环境

规制下企业碳减排决策问题也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一些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碳减排行

为的影响，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在环境

治理问题上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缺

陷，而研究证明环境规制的确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

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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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魏晓平，2014；Zhang和Zhou，2016；姚圣等，2016；
黄清煌和高明，2017）。面对环境监管的不确定性，企

业可产生逃避、减轻、适应和忽略四种响应行为，不

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对监管不确定性的响应策略有

所差异（Engau，2011），且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对企

业减排行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许士春等（2012）比
较了几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发现减

排技术能力和政策严厉程度是影响减排的主要因

素，提高环境政策严厉程度或加大监管力度可激励

企业技术更新。程发新等（2016）认为享受政府补贴

的企业在主动碳减排阶段存在最优策略，且减排投

入与减排效果、创新收益、政府补贴正相关。侯玉梅

等（2016）研究发现，碳关税在一定条件下可促进企

业碳减排，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贸易。Cheng
等（2017）根据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命令—控制型规则（CCR）有利于碳减排，但其对技

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MBR）有利于技

术进步，但其对碳减排的影响相对较弱。笔者认为，

碳披露规制虽归属于信息披露制度，但因其规制对

象的特殊性，也应属于环境规制的一种，尽管其并不

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但可通过影响企业碳披

露行为间接影响企业决策，因为碳披露行为会通过

信息使用者决策等中介因素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碳

排放等方面（Dhaliwal等，2011；乔哈等，2013），从而

间接促使企业进行减排。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特定碳政策情境，构建了企

业在生产、项目投资、减排等方面的决策模型。李虹

和周莹莹（2011）基于低碳经济视角，利用TOPSIS
法构建了一套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方法。安崇义和唐

跃军（2012）基于改进的AIM-Enduse模型，构建了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减排单阶段最优化决策模

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四种减排途径。赵黎明和殷

建立（2016）基于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复合型政策情

境，构建了包括政府与企业的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

模型。Liu等（2017）将二氧化碳排放因素纳入投标评

估，构建了一个考虑碳减排的大型公共项目语言群

决策框架。

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围绕环境规

制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企业在特定环境政策下的减

排决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丰富的研究成果对

我国政府碳监管及企业减排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

目前鲜有文献将碳披露规制纳入环境规制范围考察

其对企业碳减排行为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国民环保

意识的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碳信息的关注也会

越来越多，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影响日

渐显露。那么目前我国碳披露规制呈什么样的发展

趋势，这类规制怎样影响企业碳减排行为，企业在此

规制下又会如何进行碳减排投资决策？这些都是值

得考虑的问题。另外，碳减排投资决策需兼顾多方面

目标的特性也决定了企业需要采用既能体现决策者

主观意图又不失客观性的决策方法。为此，本文从碳

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行为影响入手，将熵权-
TOPSIS法引入企业碳减排项目具体决策过程，并利

用算例对比不同规制下企业碳减排决策的结果，以

期为企业碳减排决策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三、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影响路径

碳披露规制是政府部门通过出台相应规定对企

业碳信息披露行为实施的一种干预。我国已实现了

环境信息披露规制中碳披露相关条款的从无到有、

从简单笼统到相对具体细化，但这些条款还存在着

诸多缺陷，并且目前尚无针对碳披露的专门性规定。

虽然我国碳披露规制发展还不成熟，但随着经济活

动各主体对企业碳信息质量要求的提高，可以预见

未来我国碳披露规制也将扩大约束主体、增强针对

性、提高约束力，以进一步规范企业碳披露行为，从

而满足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碳披露规制主要通过规范企业碳披露行为来影

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在该信息基础上所作的决策，继

而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会反作用于企业，倒逼其采

取减排措施。不同规制下企业披露碳信息的倾向不

同，释放出的信号有所差异，最终促使企业碳减排的

效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强制性程度不同，将碳信

息披露规制分为强制型和非强制型，强制型规制要

求企业必须按规定时间及形式披露特定碳信息，否

则将会受到一定处罚；非强制型规制鼓励企业主动

披露碳信息，但披露内容等不受限制，且无处罚项。

碳信息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主要通过

以下路径实现（如图1所示）：

1. 利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碳披露行为。一

般而言，非强制型规制对企业披露碳信息的形式、时

限、内容等并无强制性要求，因此企业在进行碳信息

披露时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根据“经济人”假说

的思想，企业在披露信息时更倾向于选择性向外界

传递对自身有利的信息，这类信息有助于给外部利

益相关者留下企业积极减排的印象。而强制型规制

对企业碳披露行为有较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且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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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此时企业只能按照规定全面披露其碳信息，

包括企业实施的碳减排行为等正面信息和碳排放超

标等负面信息（如存在），这有效遏制了企业有意通

过选择性传递特定信息来误导信息使用者的机会主

义行为。

2. 通过碳信息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外部

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披露信息基础上作出相应反应。

碳信息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决策的影响概括如下：

第一，碳信息是政府部门或相关监管机构监管

企业碳活动的重要依据。非强制型规制下企业只愿

披露有利信息，监管者难以及时发现企业可能存在

的不当碳活动，也就降低了对企业进行环境处罚的

机率；而强制型规制下企业需较全面地披露特定碳

信息，监管方一旦从中察觉企业违规行为，必定会实

施相应处罚。

第二，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

策。基于经选择披露的正面碳信息，投资者会认为企

业能够识别及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并拥有更长远的

发展能力，对该企业的投资信心也相应增强；而从全

面碳信息中，投资者可以推断企业未来面临碳风险

的可能性，从而预测其发展前景，较多的负面碳信息

会增加投资者的担忧。

第三，低碳消费者偏向于接受更为低碳的“绿

色”产品，企业碳信息恰好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产

品低碳度。由于信息不对称，仅披露正面信息相当于

间接为企业产品贴上了“绿色”标签，更易吸引低碳

消费者；全面碳信息使产品信息更透明，而其中的负

面碳信息也很可能激发低碳消费者的抵触心理。

第四，社会公众和环保组织利用碳信息监督企

业碳活动。选择性披露积极碳信息只向公众展示企

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为此公众可能因忽视

潜在问题而给予该企业更多认可和信任；而全面碳

披露使公众既能看到企业在碳减排方面的作为，也

能发现企业碳违规行为，并且加强对拥有更多负面

信息的企业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会举报甚至起

诉该企业。

3. 通过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倒逼企业作出碳

减排决策。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

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实

施环境处罚机率的降低可减少企业预期营业外支

出；违规者则将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严重的可能因合

法性地位不保而被整顿甚至关停。投资者信心增强

会增加投资，并相对降低对企业要求的投资回报，这

意味着企业资本成本的降低；反之，投资者对企业缺

乏信心，企业资本成本将有所提高，融资难度加大。

低碳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偏好可提高企业产品销

量，增加其营业收入；而消费者一旦拒绝购买，会对

企业营业收入乃至后续资金周转产生极大不利影

响。社会公众及环保组织的认可和信任能提高企业

声誉，降低潜在环境诉讼风险及相关预计负债；而信

任缺失会将企业置于更为严峻的社会监督环境，使

其更易成为舆论攻击对象。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

说，正面碳信息无疑都有利于企业，而负面碳信息则

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必

须考虑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应。

在非强制型碳披露规制下，企业可选择披露内

碳信息披露规制

非强制型① 强制型②
企业

选择性披露碳信息 全面披露碳信息

政府部门
监管机构

投资者 低碳
消费者

社会公众
环保组织

强制型规
制下碳减
排动机

合规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非强制型
规制下碳
减排动机

被迫性
减排

自愿性
减排

消极被
动减排

积极主
动减排

消极被
动减排

现实障碍

·资金不足
·技术瓶颈
·员工素质低

注：
a.违规判定 b.奖惩机制
c.投资决策 d.消费选择
e.诉讼事件 f.口碑评价

图 1 碳信息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路径

① ②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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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从而最大程度地规避不利碳信息带来的风险和

损失，此时企业实施碳减排完全是一种为了利用正

面信息提高经济效益的自愿性行为。然而在强制型

规制下，企业不能自行决定披露范围，对于本身碳排

放合乎标准的企业来说，进行碳减排主要是进一步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的一种手段，属于自愿性

活动；而那些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则不得不采取减排

措施以减少负面信息，维护其合法地位、经济利益和

社会声誉。当然，自愿性碳减排也会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预期实施较为容易，企业减排积极性较高，愿

意积极主动减排；第二，在实际减排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诸如先进设备购买资金不足、低碳技术引进困难、

员工素质较低等各种现实障碍，加大了企业碳减排

难度，挫伤企业减排积极性，如果难以克服这些困

难，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碳减排变得消极被动。

四、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企业碳减排项目投

资决策方法

碳披露规制通过使用碳信息的外部利益相关者

施加压力倒逼企业实施碳减排。企业在进行碳减排

决策时首先需搜集信息对自身碳活动情况做全面了

解，及时发现减排重点项目及碳管理漏洞，同时结合

相关规制带来的影响，确定应减排的程度或期望达

到的目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及期望效果有针对性

地选择减排项目。通常企业可以选择的碳减排项目

有很多，但是减排行为势必会占用企业原本用于生

产经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

业既要考虑方案的经济性，又要考虑能取得的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需对这些减排项目进行全面

评价，以确定满意方案。鉴于企业碳减排投资决策的

特点，本文将熵权-TOPSIS法引入碳减排方案评价

过程。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碳减排决策主要按以

下步骤实施：

1. 建立评判矩阵R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企

业有 n 个碳减排项目，即有被评价对象 A=（A1，

A2，…，An），有m个评价指标。可构造项目评价矩阵

R=（xij）n×m，i=1，2，…，n；j=1，2，…，m，其中xij为第 i
项目的第 j指标水平。由于矩阵R中各指标值的量

纲不同，为使评价值具有可比性，需对其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

对于效益型指标，令：

xij' =
xij -min( )xj

max( )xj -min( )xj

（1）

对于成本型指标，令：

xij' =
max( )xj - xij

max( )xj -min( )xj

（2）

同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新矩阵：

R'=（yij）n×m
其中：

yij =
xij'

∑
i = 1

n
xij'

（3）

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得到标准化加权矩阵。

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

法，考虑到不同碳披露规制对决策者选取评价指标

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同时为了避免人为因素过多干

扰权重确定的客观性，本文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权

法进行指标综合赋权。

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解得能反映决策者碳减

排主观意图的评价指标主观权重 cj；其次，根据评价

指标的熵及熵权的定义求解得出碳减排项目第 j个
评价指标的熵权：

（4）

其中：

Hj=- 1
ln n ×∑

i = 1

n
yijln yij ( )1≤ j≤m （5）

最后，结合cj和wj得到关于指标 j的综合权重：

（6）

由指标权重λj结合上述 yij可得到标准化加权

矩阵：

Vn×m=（vij）n×m=（λjyij）n×m （7）
3. 确定理想解与负理想解。根据上述加权矩阵

确定正负理想解：

V+ ={v1
+,v2

+,⋯, }vm
+ ={max vij

|
|
| }j ∈ J+,min vij| j∈ J-

（8）

V- ={v1
-,v2

-,⋯, }vm
- ={min vij

|
|
| }j ∈ J+,max vij| j∈ J-

（9）
其中，J+表示效益型指标集，J-表示成本型指

标集。

wj=
1-Hj

∑
j = 1

m

( )1-Hj

λj =
cjwj

∑
j = 1

m
cj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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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各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及相对贴

近度。设方案 i对应的点Vi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

距离分别为 Si
+
和 Si

-
，则有：

此时，方案i与理想解、负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为：

可以看出0≤Ci≤1。相对贴近度反映了被评价项

目与理想解的接近程度，Ci越大则表示该项目越接

近理想解，因此可依据Ci对各项目进行排序。企业

根据计算出的碳减排项目优先次序，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选取最满意的方案。

五、案例分析

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钢铁企

业必然成为碳减排的重要责任主体。我国钢铁工业

以煤为主的用能特点决定了其碳减排方向之一是提

高能源利用率，目前国家已推出一系列针对电力、钢

铁等高碳行业的节能低碳技术供企业使用。因此，本

文以适用于钢铁行业的节能技术投资决策为例，论

证熵权-TOPSIS法的适用性。

现有 4个不同投资规模的技术项目，其相关成

本收益数据如表1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低碳

节能技术推广目录（2016）》及其他相关文献（段蒙

等，2016），其中部分缺失数据根据已有数据推算得

出，社会认可度由低到高分为五级，由专家意见法得

出。由原始数据得项目决策评判矩阵为：

对各指标值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后得到新的

矩阵：

由熵权计算公式可得各指标客观权重向量：

w=（0.0792 0.0668 0.0636 0.0704 0.1793
0.0719 0.1483 0.0699 0.0910 0.1598）

根据前文分析，在不同碳披露规制下，企业碳减

排首要目的不同，因此在评价减排方案时所要考虑

的评价重点也不尽相同，继而影响评价指标主观权

重的确定并导致最后的评价结果可能也有所差异。

不同规制下的项目评价过程及结果如下：

1. 强制型规制下项目评价。强制型碳披露规制

下企业不得不披露特定碳信息，该信息能较全面地

反映企业碳活动，这意味着企业进行碳活动时需要

更加谨慎，关于碳排放及碳减排的一举一动都要考

虑多方面后果。迫于制度压力，企业必须控制自身碳

排放量，尤其对于碳排放量较多或负面碳信息较多

的企业来说，为了减少负面信息的披露，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碳排放是其必然选择。对于钢铁企业，在正负

面碳活动都暴露在公众视野的情况下，实施碳减排

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合规要求，即碳排放不超

标，维护其合法性地位，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提高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此时企业评价项目时既要考虑

经济损益指标，更要考虑减排效果及社会影响，因此

选取指标时会着重考察技术项目节能减排的效果和

社会认可情况，则其由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

向量为：

c1=（0.0343 0.0164 0.0188 0.0045 0.0082
0.0758 0.1861 0.4524 0.0606 0.1429）

据此可确定强制型规制下企业进行技术项目投

资决策时，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为：

λ1=（0.0273 0.110 0.0120 0.0032 0.0148
0.0546 0.2765 0.3167 0.0553 0.2287）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指标类型

初始投资
额（万元）

2800
9000
17000
12000
成本型

单位产出节
能投资成本
（元/t）

22.5
16.2
18.9
30

成本型

单位产出运
行维护成本
（元/t）

1
0.5
0.8
2

成本型

建设期
（年）

1
1

1.2
0.83

成本型

投资
回收期
（年）

3.5
3.6
2.5
3.5

成本型

年节
能量
(tce/a)
8569
33200
44800
64000
效益型

单位产出
节能量

（kgce/t）
1.5
1.47
1.95
1.6

效益型

年碳减
排量

(tCO2/a)
22625
67648
118272
98960
效益型

节能
收益

（万元/年）

800
2525
7000
8760

效益型

社会
认可度
排序

1
2
2
4

效益型

Si
+ = ∑

j = 1

m

( )vij - vj
+ 2

（10）（i=1，2，…，n）

Si
- = ∑

j = 1

m

( )vij - vj
- 2

（11）（i=1，2，…，n）

Ci =
Si

-

Si
- + Si

+ （12）（i=1，2，…，n）

R=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2800 22.5 1 1 3.5 8569 1.5 22625 800 1
9000 16.2 0.5 1 3.6 33200 1.47 67648 2525 2
17000 18.9 0.8 1.2 2.5 44800 1.95 118272 7000 2
12000 30 2 0.83 3.5 64000 1.6 98960 8760 4

表 1 各项目成本收益数据

R'=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0.5221 0.2315 0.2703 0.2597 0.0769 0 0.0469 0 0 0
0.2941 0.4259 0.4054 0.2597 0 0.2118 0 0.2075 0.1086 0.2

0 0.3426 0.3243 0 0.8462 0.3115 0.7500 0.4408 0.3903 0.2
0.1838 0 0 0.4805 0.0769 0.4766 0.2031 0.3518 0.501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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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单位产出节能量、年碳减排量和社会

认可度指标权重均超过0.2，说明这几项指标在本次

决策中较为重要，这基本与企业在强制型规制下进

行碳减排决策时的关注重点相符。结合权重向量可

求出标准化加权矩阵：

据此可确定正负理想解并计算各项目与正负理

想解之间的距离，进而得出各项目的相对贴近度排

序，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2. 非强制型规制下项目评价。非强制型碳披露

规制的约束力不及强制型规制，因而更容易出现企

业与外部的碳信息不对称现象，此时企业碳活动部

分处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之下。考虑到正面碳信

息对企业更有利，企业可能会利用规制的非强制性，

通过选择性披露碳信息为自身争取更多利润。由于

减排措施需要挤占生产资源，且非强制型规制下企

业可以通过隐瞒负面碳信息规避风险，所以企业通

常不愿花大力气减排。即使企业主动进行碳减排，其

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减少碳排放，而是通过减排行为

降低某些费用或提升企业形象从而获取更大收益，

其碳减排决策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收益期望值最大

化，因此在选择减排方案时主要关注减排成本与收

益，收益包括直接或间接经济收益与社会声誉。于是

评价方案时着重考虑的指标也是诸如投资成本、投

资收益等与企业经济利益相关的指标，此时解得主

观权重向量为：

c2=（0.1739 0.0829 0.0954 0.0227 0.0417
0.0088 0.0217 0.0528 0.3068 0.1932）

非强制型规制下综合权重向量为：

λ2=（0.1366 0.0550 0.0602 0.0159 0.0742
0.0063 0.0319 0.0366 0.2771 0.3062）

由于此处方法步骤与上述评价过程基本一致，

所以不再赘述，非强制型规制下最终项目评价结果

如表3所示。

根据评价结果，在强制型碳披露规制下项目 3
是企业的最优选择，其次是项目4；而在非强制型规

制下，企业应优先选择项目 4，其次是项目 3。可见，

因为企业在不同碳披露规制下进行碳减排的动机不

同，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在选择减排项目时考虑的

侧重点有所差异，从而导致最终得出不一样的决策

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项目 3和项目 4是备选项

目中初始投资成本最高的两项，但结果显示，无论是

在强制型还是非强制型碳披露规制下，这两个项目

都是企业应该优先考虑的，而投资成本远低于其他

三项的项目 1却是最劣选择。反观其原始数据可以

发现，项目 3和项目 4在年节能量、年碳减排量和节

能收益等方面相较于其他两个项目都具有明显优

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可以

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从而弥补初始投资成本过高

的缺陷。因此，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加

大碳减排投入力度，选择碳减排成效显著的技术项

目进行投资，这在初期阶段可能会使企业成本大幅

增加，但同时也能给企业创造更多收益，且随着前期

投入的完成，后期碳减排成本会逐渐降低甚至被其

收益抵消，长远来看对企业是有利的。另外，从两次

评价的指标综合权重也可看出，社会认可度在决策

过程中是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随着国民环保意

识的提高，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愈发重视社会

对企业行为的认可，而效果明显的碳减排行为更容

易赢得公众的好感。从碳披露规制发展趋势及碳信

息的关注程度来看，未来企业碳披露行为将受到更

严格的规范和监督，企业利用选择性披露谋利的机

会将越来越少，大力减排是其必然选择。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项目投资

决策的影响路径，即通过干预企业碳披露行为影响

外部利益相关者基于企业披露的碳信息所作出的决

策，进而向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碳减排，并将熵

权-TOPSIS法引入企业碳减排项目决策过程，以减

排技术投资为例，分别对强制型和非强制型碳披露

V1=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0.0142 0.0025 0.0032 0.0008 0.0011 0 0.0130 0 0 0
0.0080 0.0047 0.0049 0.0008 0 0.0116 0 0.0657 0.0099 0.0457

0 0.0038 0.0039 0 0.0125 0.0170 0.2074 0.1396 0.0355 0.0457
0.0050 0 0 0.0015 0.0011 0.0260 0.0562 0.1114 0.0456 0.1372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与理想解
的距离S+

0.2811
0.2419
0.0936
0.1546

与负理想解
的距离S-

0.0197
0.0822
0.2575
0.1928

相对贴
近度C
0.0656
0.2536
0.7334
0.5550

优劣
排序

4
3
1
2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与理想解
的距离S+
0.2002
0.1478
0.1425
0.0828

与负理想解
的距离S-
0.0746
0.0818
0.1026
0.1918

相对贴
近度C
0.2715
0.3561
0.4187
0.6985

优劣
排序

4
3
2
1

表 2 强制型规制下项目评价结果

表 3 非强制型规制下项目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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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下企业碳减排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

结果可发现，企业应用熵权-TOPSIS法进行碳减排

决策是可行的，且不同的碳信息披露规制下企业侧

重于不同评价指标后的碳减排决策结果有所不同，

但节能减排效果更好的项目相对于初始投资成本低

但效果甚微的来说更具优势，即使其初始投资成本

较高，实实在在地减排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从以上结论可看出，我国要发展低碳经济顺利

完成碳减排目标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和企业的积

极配合：一方面，鉴于碳披露规制对企业碳减排的促

进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或完善相关信息

披露规制，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充分借助市

场和民间力量，提高碳信息关注度，使公众监督成为

隐形规制，从而间接约束企业环境行为；另一方面，

企业需积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主动披露高质量的

环境相关信息，同时加强自身碳管理，加大碳减排投

入，在进行各项决策时要将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放

到同一层面进行考虑，自觉履行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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