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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真的能促使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吗？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寒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环境污染和 “ 结构性失业 ” 的问题日益严重，

目前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突破原有文献仅着眼于研究

环境规制和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方面，利用

2006—2016 年期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 “U” 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

高，地区的就业结构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强度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且可以有效促使政府落实环境规制政策，带动劳动力就业结构向高级

化方向发展，这对社会实现 “ 环境保护 ” 和 “ 就业结构高级化 ” 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环境规制   就业结构   “U” 型关系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增长阶段，同时随着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

发展和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愈加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和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各

级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来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大力进行污染治理投资，颁布排污标准条例和

相应的处罚办法，提高排污监管力度，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最新数据表明，

2018 年的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为 405 亿元，较上年增加了 19%，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和

监管也在逐步提高。同时，国内环保产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环

保产业年均增速约为 26.9%，截止 2017 年，全国环保产业销售收入已经高达 1.35 万亿元，较上年

增长约 17.4%。由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6 年之后，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以及工业废气二氧化

硫的排放量呈逐年递减的趋势，这表明企业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了有效

落实。但就目前来看，虽然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量在逐年递减，但是排放总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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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这也说明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环境规制逐步实施的同时，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由于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是污

染型企业，且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角度来看，工业部门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的就业数量在就业结构

中占有较大比重（王勇等，2017），而对属于污染行业的企业进行整治和监管势必会影响到企业

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对劳动力的就业产生较大影响。对此，“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现“加快

改善生态环境”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战略目标。在新常态下，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充分就

业的“双重红利”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本文将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来研究环

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旨在探究在当前大力推行环境规制的背景下各地区就业结构的变动情

况。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环境和就业问题的逐步凸显，针对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已经逐渐增

多，不少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规模效应

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关键数据的可得性较差，

没有统一或规范的衡量标准，导致难以有效地衡量就业结构。

部分学者跳出就业数量变动的研究范畴，转而研究环境规制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环境

规制对就业的行业结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和转移。由于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存

在联动效应，这使得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间的就业分布变化上（Walker，

2013）。具有不同污染密集度的行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程度不同，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存在差

异，重中度污染行业就业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而轻度污染行业就业对其并不敏感，因此，环境

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具有行业效应（李梦洁，2016）。Hafstead 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污染税的征收会导致大量就业机会向污染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转移，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增长

会抵消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损失，使得行业的就业结构发生调整，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

同样，王勇等（2017）发现环境规制引致的劳动力再配置表现为污染部门的就业萎缩和清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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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

增长阶段，同时随着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愈加严重，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和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中央和地方各政府纷纷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大力进行污染治理投资，颁布排污标

准条例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提高排污监管力度，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

环境规制强度。据最新数据表明，2018 年的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为 405 亿元，

较去年增加了 19%，国家投入的污染治理费用在增加，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的投

入和监管也在逐步提高。同时国内的环保产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自“十

二五”以来，我国环保产业年均增速约为 26.9%，截止到 2017 年，全国环保产

业销售收入已经高达 1.35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约 17.4%。由图 1 我们可以看到，

自 2006 年之后，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以及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呈逐

年递减的趋势，这表明企业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了有效

落实。但就目前来看，虽然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量在逐年递减，但是排放总量仍维

持在较高水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虽然“从总体

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

这也说明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 1  2000-2015 年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环境规制逐步实施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对就业产生

的影响不容小觑。由于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是污染型企业，且从劳动力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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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5 年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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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扩张。目前学者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技能结构的影响一般是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或技能

水平来衡量劳动力异质性，探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进而分析对就业结构

的作用效果。李珊珊（2015）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进行分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劳

动力的就业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穆怀中等（2016）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增加对高技能和低技能

农民工就业需求而减少中技能农民工就业需求，进而产生农民工就业“极化”现象；李珊珊（2016）

基于工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和就业技能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

工业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之间呈现“倒 U”型动态关系，即对就业技能结构起到先促进后抑

制的作用。但是，上述文献没有考虑到省级层面的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措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为了弥补前述研究存在的缺陷和空白，本文基于 2006-201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各地

区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且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理论机制

早期由于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认识不足，这种尚未被市场所覆盖和进行产权界定的环境资源，

并没有被当做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纳入生产成本当中。企业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通过竞争性地

使用这种零价格制度的环境资源来增加盈利，并且将环境成本转嫁到他人身上，并不对其产生的

环境污染做出补偿，从而导致在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中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

和社会收益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使得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外部不经济性，这种外部不

经济性会提高社会成本，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李云燕，2007）。近年来，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

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愈加严重，为了解决这种负外部性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来对环境污染实施管制，包括对企业征收排污税、发放碳排放经营许

可证等措施。由于企业是环境规制针对的主要对象，因此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地区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

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这三种途径作用于就业结构。

依据成本假说，实施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购买大量治污设备或者雇佣大量的技术人员来治理污染，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赵君，2018），单位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上升，企业为追求利

润最大化会选择缩减生产规模，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使用，降低低技能的生产型劳动力雇佣，

进而促使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化方向发展。因此，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对就业结构具有正向的促进

作用。

环境规制是政府进行污染治理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而企业则是政府施行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

短期内企业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而采取缩减规模、降低低技能劳动力雇佣等措施

来进行应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即采用清洁技术进行生产，

从源头进行污染治理，减少各项污染的排放量，这种创新补偿效应会使得企业加大对清洁技术的

研发和投入，雇佣更多的高技能人员参与到技术研发、技术实施和技术维修等环节，进而提升本

地区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促进地区的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样，根据要素替代效应，随着环

境规制的实施，企业开始对污染进行大规模治理，并逐步使用清洁型技术进行生产，这使得企业

会使用技术型劳动力来替代其他诸如燃料、物质资料等污染要素的投入，从而会对地区就业结构

优化升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周寒：环境规制真的能促使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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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有关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发现，不论环境规制具体通过哪一种途径

作用于就业结构，都能够促进就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转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

应和要素替代效应这三种途径来促使本地区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实现环境保

护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的双重红利。

但是，部分学者指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使得企业大量雇佣中低技能劳动力来替代资本等其

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而降低由于环境规制的实施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升，此时环境规制的提

高会使得地区的就业结构向低技能化方向发展。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进一步的提升，使用加

大中低技能劳动力投入来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方法并不能使得企业获得长久的利润和市场竞争力，

此时的企业往往会采用技术创新的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从而

有利于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环境规制和就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U”型关系，即低水平下的环境规制的提升会使

得就业结构向低技能化转变，但当环境规制到达一定水平之后，环境规制的提升会促进地区就业

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1. 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数据存在大量缺失，因此，本文使用的是 2006-2016 年期间除西藏以外的其他 30 个

省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环境规制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

其中《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当中涵盖了 30 个省 2006—2016 年的污染治理投资额。同时为了减少

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的就业结构（SKILL），本文是按照劳动力的受教育

程度对劳动力进行划分，将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 9 年的劳动力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在 9-16 年的劳动力视为中技能劳动力，而受教育年限大于 16 年的劳动力则为高技能劳动力。本

文用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比值来衡量各省的就业结构，该值越大表明地区就业结构

的技能化程度就越高。

关键解释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强度（LNPOLLUTION 和 LNPOLLUTION2），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这就导致了市场无法有效处理环境污染带来的种种问题（李

强和丁春林，2018），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进行调节，实施各项环境规制政策和措施来应对环境

污染。由此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是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因此本文用政府的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各省的环境规制强度。为了使数据更加平滑，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同时为了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就业结构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纳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二

次项来进行实证分析。

控制变量。除了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对就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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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地区教育水平（SCH）：本

文使用高等学校数量来作为衡量地区教育水平的标准。（2）技术水平（A）：本文采用各地区专

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各地区的技术水平。（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该控制变量使用以

2006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后的各省实际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4）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LNAW）：本文使用已经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来衡量地区工资水平的高低。（5）外商直接投资（LNFDI）：本文直接用各地区外商投资额来衡

量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并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KILL 330 0.17 0.14 0.03 1.01

LNPOLLUTION 330 4.96 0.96 1.81 7.26
LNPOLLUTION2 330 25.53 9.17 3.27 52.65

SCH 330 77.76 36.50 9.00 166.00
A 330 29170.10 48932.30 97.00 269944.00

LNGDP 330 9.19 0.94 6.47 11.12
LNAW 330 10.54 0.43 9.64 11.69
LNFDI 330 15.26 1.40 12.20 18.29

（二）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具体影响方向和作用效果，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

其中， tiSKILL , 表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就业结构， tiNLNPOLLUTIO , 表示已经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地区

i 在 t 时期的环境规制强度， tiNLNPOLLUTIO ,2 指的是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 tiSCH , 、 tiA , 、 tiLNGDP ,

、 tiLNAW , 和 tiLNFDI , 分别表示在 t 时期的 i 地区的教育水平、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和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1β 、 2β 、 3β 、 4β 、 5β 、 6β 、 7β 分别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 iµ 和 tλ 分别为

个体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 ti ,ε 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大

体趋于一致。根据表 2 中的 Hausman 的检验结果，模型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要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好，结果更加可靠。因此，本文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来

进行实证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就业

结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地区的就业结构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为了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往往会雇佣廉价的中低技能

劳动力来替代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在短期内会使得地区的就业结构呈现低技能化的趋势，

但是，当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时候，简单的使用廉价劳动力进行要素替代来降低

生产成本的方式已经无法使得企业获得可观的利润，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扩

大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缩小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地区的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化方

tititititi

tititititi

LNFDILNAWLNGDP
ASCHNLNPOLLUTIONLNPOLLUTIOSKILL

,,7,6,5

,4,3,2,1, 2
ελµβββ

βββ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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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该项回归结果恰恰印证了假说 1 和假说 2。

回归结果还显示，地区教育水平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较高的地区教育

水平会阻碍地区的就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越多，大量的毕业生涌入劳

动力市场，加剧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导致本地毕业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从而使得

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外流。同时，由于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劳动力无法获得

与之技能相匹配的职位，进而产生“结构性失业”，降低了地区的就业结构水平。而技术水平对

提升地区就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技术水平越高的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就越强，进而提高了就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为正值，

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往往具有雄厚的资本和较强的倾向

进行技术创新，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位，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地区就

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会对中高技能的劳动力人才有

较强的需求和接纳能力，而非仅仅是高技能人才，因此这也是该项系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地区工

资水平和就业结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工资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技

术水平要求就越高，地方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高薪措施来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因此地区工

资水平会有效促使地区就业结构高级化。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就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就业结构越趋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流

入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类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但是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带动地区就业结构升级。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 FE RE

LNPOLLUTION -0.225***
(-7.22)

-0.183***
(-5.30)

LNPOLLUTION2 0.0185***
(6.12)

0.0149***
(4.43)

SCH -0.00411***
(-8.73)

-0.00250***
(-6.06)

A 0.000000627***
(5.27)

0.000000413**
(3.21)

LNGDP 0.0610
(1.12)

0.0648**
(2.98)

LNAW 0.198***
(4.08)

0.182***
(12.29)

LNFDI 0.0540***
(5.10)

0.0379***
(4.47)

_cons -2.359***
(-17.07)

-2.207***
(-16.12)

Hausman 77.51
(0.0000)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05, ** p<0.01, *** p<0.001。

（二）内生性检验

由于地区就业结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即基准回归模型中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本文使用面板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同时由于表 2 中的

Hausman 检验结果发现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工具变

量法来进行估计。

由表 3 可以看出，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与前述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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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符号方向上同前述趋于一致。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中，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系数显

著为正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且根据表 3

中的 FEIV 和 OLS 间的 Hausman 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P 值小于 1%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拒绝原假设。

这表明解释变量有内生变量，应使用工具变量法，并且对上述模型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方程准

确识别，即使用 FE-IV 进行工具变量法是有效且适用的。

表 3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OLS FE FEIV

LNPOLLUTION -0.183***
(-5.30)

-0.225***
(-7.22)

-0.280***
(-4.64)

LNPOLLUTION2 0.0149***
(4.43)

0.0185***
(6.12)

0.0205**
(3.08)

SCH -0.00250***
(-6.06)

-0.00411***
(-8.73)

-0.00335***
(-5.26)

A 0.000000413**
(3.21)

0.000000627***
(5.27)

0.000000439**
(3.01)

LNGDP 0.0648**
(2.98)

0.0610
(1.12)

0.00795
(0.12)

LNAW 0.182***
(12.29)

0.198***
(4.08)

0.290***
(4.95)

LNFDI 0.0379***
(4.47)

0.0540***
(5.10)

0.0664***
(5.41)

_cons -2.207***
(-16.12)

-2.359***
(-17.07)

-2.855***
(-10.05)

Hausman 71.36
(0.0000)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05, ** p<0.01, *** p<0.001。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06—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就业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并对环境规制引致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验证了假说。研

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地区的

就业结构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短期内，由于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的水平，企业会使用

廉价劳动力替代来应对环境规制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企业往往会

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市场竞争力，扩大对高技能劳动力和清洁型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促使地区的

就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为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应从以下方

面采取措施：

第一，政府应当综合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来对环境规制的强度加以

考量，着眼于社会和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环境规制强度，加强对环

境规制的实施和相关政策落实方面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环境规制实施的有效性，进而有效推动

地区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化方向转变，有利于社会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红利。

第二，政府应当大力鼓励企业进行清洁技术创新，实现源头治污，促使企业提高技术研发投

入并加强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开发，利用技术领先策略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通过环境规制的创新

补偿效应在满足政府环境规制要求的同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第三，政府应当加大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培

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以满足当今时代和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环保的

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技术水平的提

周寒：环境规制真的能促使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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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逐渐上升，挤压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空间，如何优化配置中低技能劳动力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和技能水平，对中低技能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和技能升级，扩大提供符合当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

供给数量，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劳动力市场当中存在的就业难问题，促使经济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指导老师：孙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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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l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Zhou H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t present,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

ploymen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society.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only to study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scale, and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structure.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6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regu-

lati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That i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will first decline and then rise.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level. This will achie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for the society. The double divide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mployment structure; “U”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