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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导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首要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本文对广西绿色信贷及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探究,同时文章选取了 2009-2019 年广西绿色信贷及
产业结构的相关面板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验证绿色信贷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
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发挥的效用最大,
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基于此文章认为应加快推进绿色信贷机制,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成环境友好型。此外,针对广西的绿色信贷发展现状及实证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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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Guangxi
Yanshan 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Guid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s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reen credi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Guangxi.
Meanwhile, the paper selects the relevant panel data of green credi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Guangxi from
2009 to 2019, and constructs a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o ve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reen credit and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green
credit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has the most effective effect on the
tertiary industry, followed by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finally the primary industry.Based on this article, the
green credit mechanism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transform the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to an
environment-friendly model.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uangxi green credit
development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key word] Green credit; Industrial structure;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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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板块又可以进行细分,如污染治理
类可以分为水源污染治理、大气污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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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序列之间关系的强度、大小及先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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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完善绿色信贷政策

业的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数量较

政府需要完善相关的绿色信贷政策

多,因此广西不能一味的模仿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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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步骤计算得出, 1 =0.478,
2 =0.68, 3 =0.84, γ3> γ2 > γ1 , 即 广

西的绿色信贷与第三产业的关系最为密
切,其次是第二产业。说明商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推出绿色信贷产品受益最大的是
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差的是第
一产业。第三产业主要为服务业,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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