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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与政策启示

王晓天，薛惠锋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缺乏对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者行为影响因素的考量是当前许多政策未取得理想效果的主要

原因。基于行为决策理论，通过构建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行为分析概念模型，定性描述可再生能源

投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测量

与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先验信念、政策偏好和技术风险态度对投资决策有显著

影响，并且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即投资者的决策结果）与其投资组合的业绩正相关。据

此，提出了该研究结果对提高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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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化的
问题。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

政策的基础，中国已于２００９年将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确立了２０２０年非
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１５％的发展目标［１］。

在《可再生能源法》和配套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

不小的差距。事实上，许多政策至今仍未取得理想

的效果，关键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没有关注或充分

利用投资决策过程中那些起到关键驱动作用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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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政策

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行为决策理论在

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先天独特优势［２６］。利用行为决

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描述可再生

能源政策投资决策行为的内在机制，从而为科学制

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提供微观分析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根据行为决策理论，通过构建行为因素

对投资决策影响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投资者的先

验信念、政策偏好、技术风险态度与投资组合中可再

生能源投资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可再生能源投资

决策结果对投资组合业绩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

可再生能源投资者的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设

计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相对于“完全理性”假设，行为决策理论认为决

策者是“有限理性”，其自身的行为特征会对投资决

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７８］。受有限理性的制约投资

者在判断、评价和决策过程中要受到社会、心理等因

素的影响，产生认知、情绪和意志上的偏差，从而影

响最终的决策结果。本研究认为可再生能源投资决

策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即，第一，投资决策

者作为决策主体，其先验信念在对可再生能源投资

的认知、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体现了其行为特征；第

二，现阶段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投资决策时明显要受到政策的约束，因此对不同政

策的偏好也体现了决策者的行为特征；第三，可再生

能源技术作为新兴产业技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技术风险不同的偏好则体现了决策者行为上的差

异。构造概念模型见图１。

图１　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行为分析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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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的模型包含两个层次，即，分析行为影响
因素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

这一决策结果对投资组合业绩的影响。其中，变量

的选取是通过咨询相关专家以及部分投资者，并经

过小样本调查统计分析最终确定的。

１．１　行为因素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图１的概念模型中以可再生能源投资者的经

验和企业类型为控制变量，投资决策主要受三大类

行为因素的影响，即，先验信念、政策偏好以及对技

术风险的态度。

先验信念是“个体的世界观”对决策过程的作

用，是个体理性意识的充分体现，通过预期作用于行

动。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的成功依赖于技术的可行

性和市场实现该项目价值的能力。先验信念反映着

投资者对技术和市场机制的信心程度，并进而决定

投资者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意愿。因此，可以

通过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机制有

效性的信心程度来反映其先验信念。由于可再生能

源投资项目的成功（以及这些成功项目对投资者产

生的吸引力）取决于该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实现项

目价值的市场能力，因而可以认为先验信念与可再

生能源投资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投资意愿

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投资组合中的份额来反

映。即可以有以下假设。

假设１：对市场机制有效性的信心程度越高，投
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投资份额越大；

假设２：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
越高，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份额越大；

在当前的能源市场中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政策对投

资者投资意愿的影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因

此，投资者对不同政策的偏好也将强烈地影响其投

资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意愿。每项政策都具有一系

列的政策属性，决策者对这些政策属性不同的偏好

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意愿有着强烈的影响。因此，

提出假设为：

假设３：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显著地
依赖于投资者对政策类型的偏好；

假设４：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显著地
依赖于投资者对政策支持力度的偏好；

假设５：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显著地
依赖于投资者对政策稳定性的偏好。

可再生能源技术尚未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存在

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但在未来也可能存在高额的

潜在收益回报。因此，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意愿强烈地受到其技术风险态度的影响［９１２］。可再

生能源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投资，可以假定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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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者更多地以风险为导向，而那些技术风险厌

恶者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意愿较弱。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为：

假设 ６：投资者越倾向于投资较高创新技术
（即技术风险偏好强度越高），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

源投资份额就越大。

１．２　投资决策结果对投资业绩的影响
仍然以投资者的经验和投资公司的类型为控制

变量，投资业绩主要依赖于两个变量投资组合中可

再生能源投资份额和投资者对待技术风险的态度。

可再生能源具有较高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但是

只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管理，也可以产生潜在

的有保证的较高的未来收益。因此，可以假设投资

绩效与可再生能源在投资组合中的份额以及技术风

险偏好强度呈正相关，即：

假设７：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投资份额越大，
投资业绩越好；

假设 ８：投资者越倾向于投资较高创新技术
（即技术风险偏好强度越高），则投资业绩越好。

２　研究设计与模型验证

２．１　研究设计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质量，本研究首先通过文

献分析和专家访谈，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和改进，确

保模型中各指标内容的有效性和可测量性。其次，

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有关数据作

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调查对象主要来自能源企

业、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

参与或辅助投资决策的个人。

根据实际情况，对概念模型中的变量采用定量

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量。先验信念利用多项

目心理测试量表进行测量，各项目均采用五点 Ｌｉｋ
ｅｒｔ量表，要求被调查者表达他们对相应问题的认同
程度。

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由两个项目

进行评估，即：①未来１５年每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
源（例如风能和太阳能）供给将以超过１０％的速度
增长；②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有限，而且它永远不会
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份额。

对市场机制的信心程度通过两个项目进行评

估，即：①市场力量本身不会导致重大的可再生能源
被开发利用；②政府干预弊大于利，政府应致力于培
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对技术风险的态度由两步法进行评估，即：①要
求被调查者首先根据一笔假设５０００万元的投资预

算对晶体硅电池、薄膜电池和以纳米结构为基础的

第三代太阳能电池，这三种技术不确定性程度依次

增加的太阳能技术分配投资资金；②技术风险态度
通过分配到较高技术创新（第三代太阳能电池）的

金额与分配给较低技术创新（晶体硅电池和薄膜电

池）的金额的比率来衡量（见表１）。

表１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属性和属性水平
Ｔａｂ．１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属性 水平

政策类型

发展规划

上网电价

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

信贷支持

支持力度／元
（每生产一度电补贴金额）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政策稳定性

至少５年政策不变
５～１０年政策不变
１０年以上政策不变

本研究采用联合分析法分析政策属性对投资决

策的影响［１３］。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不同属

性和假设政策措施（支持陆上风电项目）的支持水

平进行选择。为了减少不可观察因素可能产生的影

响和增加属性间的可比性，一些项目的特征，如风力

可用性、项目的规模等，事先已经设定并告知被调查

者。三种不同的政策属性（政策类型、支持力度、稳

定性）分别具有不同的属性水平。根据各属性和属

性水平被调查者对表１中的选项进行比较与选择。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被调查者的选择结果进行联合分
析，可以得出每一选择结果的个人效用和这些属性

平均偏好的估值。

概念模型中还包括投资者经验和企业类型这两

个主要的控制变量。投资者的经验由每一个被调查

者从事于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年数来度量，对于企业

类型引入三个虚拟变量，即：虚拟变量ＶＣ（包括风险
资本家和私募股权企业）、虚拟变量 Ｆ（包括商业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虚拟变量 Ｈ（包括所有不属
于前两大类的其他投资者）。

最后，投资业绩采用三点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法，评估被
调查者的投资组合业绩高于、等于或低于竞争对手

投资组合业绩的程度。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问卷中包

含了过去和未来预期业绩的相关问题，但是仅将过

去的业绩作为因变量保留在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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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收集信息的保密性，所有的因变量都无

法从公共来源中获得，需要进行自我评估。因此，不

能排除共同方法变异（ＣＭＶ）的存在。不过，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ｓ单因素试验对 ＣＭＶ进行测试，结果表明
数据中并没有出现此问题。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和

皮尔森相关系数参见表２。
表２　皮尔森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项　　目
系　　数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对市场机制的信心程度 １ ５ ３．４５ ０．７９
对技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 ２ ５ ３．５６ ０．７２ －０．０３

技术风险态度 ０ ９ ０．４８ １．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对政策类型的偏好 ０．７１ ５．１７ １．６８ ０．７８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３

对政策支持力度的偏好 ０．６４ ８．８６ ２．０２ １．１９ ０．２１ －０．０２－０．０８０．８５
对政策稳定性的偏好 ０．４８ ６．９１ １．５７ ０．９５ ０．２ －０．０６－０．０５０．８８ ０．９４

投资经验 １ ４ ２．２９ ０．６２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１７０．０６ －０．０１０．０８
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 ０ ５ ２．１１ １．９４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１５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３４
对投资业绩的自我评估 １ ５ ２．２４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１１－０．３２０．０１ 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２６

２．２　经济计量分析
通过线性模型检验图１中的概念模型，即：
Ｙ１，ｉ＝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β３ｘ３ｉ＋β４ｘ４ｉ＋

β５ｘ５ｉ＋β６ｘ６ｉ＋∑ｊ
β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ηｉ （１）

Ｙ２，ｉ＝γ０＋γ１Ｙ１，ｉ＋γ２ｘ３ｉ＋∑ｊ
γ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ηｉ

（２）
其中，Ｙ１是可再生能源在投资组合中的份额，Ｙ２是
投资业绩，Ｘ１是对市场机制的信心程度，Ｘ２是对技
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Ｘ３是技术风险态度，Ｘ４是对
政策类型的偏好，Ｘ５是对支持力度的偏好，Ｘ６是对
政策稳定性的偏好，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是控制变量。

　　这两个方程首先作为独立的回归方程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估计。然而，由于式（１）的
因变量Ｙ１是式（２）中的自变量，ＯＬＳ估计量可能是
有偏的和不一致的。因此，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３ＳＬＳ）、似乎不相关回归法（ＳＵＲ））重新估计该模
型的参数。对这四种估计方法进行豪斯曼检验，结

果表明，数据结构不受变量内生性的影响以及运用

这些方法做的估计之间差异很小。为完整起见，四

种估计方法的结果都列在表３中（系数已标准化）。
从表３可以看出，虽然采用的估计方法不同但估计
值是一致的。

表３　多元回归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项　　目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ＳＵＲ ３ＳＬＳ

Ｓｔｄ Ｅｒｒ Ｐ Ｓｔｄ Ｅｒｒ Ｐ Ｓｔｄ Ｅｒｒ Ｐ Ｓｔｄ Ｅｒｒ Ｐ

投
资
组
合
中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份
额

对市场机制的信心程度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２５
对技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 ０．８１ ０．２２ ０ ０．８１ ０．２２ ０ ０．８３ ０．２２ ０ ０．８６ ０．２２ ０

技术风险态度 －０．３７０．０９ ０ －０．３７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３７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１
对政策类型的偏好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８ ０．４１

对政策支持力度的偏好 －１．２９ 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９ 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５ ０．０１ －１．２ ０．５ ０．０２
对政策稳定性的偏好 １．３２ ０．６２ ０．０４ １．３２ ０．６２ ０．０４ １．３３ ０．６２ ０．０４ １．３１ ０．６２ ０．０４

投资经验 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８
虚拟变量Ｆ －０．８９０．９４ ０．３５ －０．８９０．９４ ０．３５ －０．９ ０．９３ ０．３４ －０．９５０．９２ ０．３１
虚拟变量ＶＣ ０．２１ ０．５９ ０．７２ ０．２１ ０．５９ ０．７２ ０．１９ ０．５９ ０．７５ ０．１５ ０．５９ ０．８
虚拟变量Ｈ －０．４２０．５８ ０．４８ －０．４２０．５８ ０．４８ －０．４４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４８０．５９ ０．４１
Ｒ２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２７

投
资
业
绩

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２
技术风险态度 －０．１２０．０３ ０ －０．１１０．０３ ０ －０．１２０．０３ ０ －０．１１０．０３ ０
投资经验 ０．０１ 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８８ ０ ０．１ ０．９７ －０．０３０．１１ ０．８１
虚拟变量Ｆ －１．１２０．１６ ０ －１．０９０．１７ ＜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６ ＜０．００１－１．０８０．１７＜０．００１
虚拟变量ＶＣ －０．９ ０．１６ ０ －０．９５０．１６ ＜０．００１－０．９４０．１６ ＜０．００１－０．９６０．１６＜０．００１
虚拟变量Ｈ －０．８６０．１３ ０ －０．８４０．１４ ＜０．００１－０．８５０．１３ ＜０．００１－０．８４０．１４＜０．００１
Ｒ２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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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结果与政策启示

研究表明，投资者明显偏好于成熟和完善的可

再生能源技术，并根据相应的支持政策进行投资决

策。这也是最近几年风电产业发展迅猛的主要原

因，与现实中的投资决策情景相一致。事实上，投资

活动主要由高度理性和掌握充分信息（包括政策信

息）的投资者所支配，这些投资者往往倾向于根据

真实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尽可能减少决策风险。

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了行为

因素和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及可再生能

源投资份额和投资业绩之间的关系。表３为可再生
能源投资份额模型和投资业绩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

结果（为简便以下仅提供 ＯＬＳ结果）。两个回归方
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分别为 Ｆ＝
４１４，ｐ＜０．０１；Ｆ＝３．８３，ｐ＜０．０１），并且回归曲线
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可以接受（分别有 Ｒ２＝０．３５
和Ｒ２＝０．２３）。

从表３可知先验信念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意愿有
积极的影响。其中，技术可行性的信心程度比市场

机制的信心程度对投资意愿的影响更大（β＝０．８１，
ｐ＜０．０１；β＝０．１８，ｐ＝０．３４）。该结果暗示了技术
公认的可靠性是投资决策的必要条件，而投资者相

信可能存在的市场低效率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

措施加以纠正。在其他方面，投资者似乎对那些已

经克服了技术难题和现金流障碍的技术有更强烈的

偏好，多数投资者表示他们不太关注技术创新，而更

愿意关注在未来较短时间内能够成熟的技术。这与

中国当前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

能力较弱的事实相吻合。

与假设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较高的技术风险

倾向（即倾向投资于较高创新性、远远不具备商业

可行性的技术）与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负

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投资组合更偏向于相

对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对投资于较低创新性

技术的投资者，具有技术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往往通

过提高传统技术在投资组合中的份额来规避这种技

术风险。然而，由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没能够区分

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类型，无法准确分析其真正原因。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投资者愿意投资于高创新性技

术，然而尚未找到足够可信的有把握的投资机会。

政策偏好对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有不

同的影响。政策类型对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投资

份额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ｐ＝０．２８）。对联合分析
结果进一步研究可知，相对于其他政策措施，投资者

对上网电价政策有着更清晰和强烈的偏好，样本中相

当一部分被调查者都认为保护性电价制度是迄今为

止吸引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支持力度的偏好与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

额负相关（β＝－１．２９，ｐ＝０．０１），这表明投资者认
为目前政府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力度仍然

不足。相反，与上述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策稳

定性的偏好与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正相关

（β＝１．３２，ｐ＝０．０４），表明投资者认为目前实行政策
的有效期足够长，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投资者极其厌

恶风险并且在评价投资机会时更注重眼前利益。投

资者更偏好于那些短期具有较高财政支持力度的政

策，而不是那些长期政策，尽管长期政策在未来能够

确保给投资者提供适度和稳定的支持。对这一分析

结果的解释本研究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样本中存在相

当比例的具有追求短期回报特征的风险资本和私募

股权基金，这也是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尚需进

一步验证。这一统计结果，也有可能从侧面反映了当

前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还存在较多的投机行为。

研究表明，相对于直接竞争者投资者在投资组

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越大，其投资业绩就相对越

好（β＝０．０５，ｐ＝０．０４）。传统观点认为，可再生能
源技术领域的投资回报要低于常规能源系统的投资

回报，该分析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较为有力的反

驳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对技术风险的态度

通过影响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投资业绩。另外，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不

仅厌恶金融风险也厌恶技术风险。造成这种结果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中大部分被调查者在可再

生能源部门的经验相当有限，正是由于投资者没有

在这一行业积累足够的经验，出于风险的考虑，他们

更愿意选择投资于短期收益的项目，而不是那些在

未来可能获得高额回报的长期项目。

根据研究结果，对提高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有

效性的启示为：

１）建立和健全可再生能源技术服务体系。加
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和咨询服务，提高投资决

策者对新技术的认可度，强化其对新技术可行性的

先验信念，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针对投资者

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主动性不高的问题，政策制

定者应加强对研发投资的支持力度，力争在新一轮

的科技与产业革命中抢夺新能源技术制高点以及在

未来全球产业布局中抢占先机。

２）完善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制度。由于较高
的技术风险与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所占的份额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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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从侧面表明了市场准入制度的限制制约了投

资意愿的实现，即投资者虽有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意愿，但受市场管制的影响无法及时进入市场。

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制度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严

重制约了投资市场的流动性，许多有投资意愿的企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该领域。

３）完善可再生能源电价制度。目前，可再生能
源的主要用途是发电。由政策类型对投资决策行为

的影响可知，电价制度（尤其是保护性电价制度）是

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保护性电价制度可有效

减少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投资者的积极性。

但是，保护性电价应科学制定，既要能有效促进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又要避免因电价制定过高而引起过

多投机行为的产生。

４）培育可再生能源战略投资商。针对部分投
资者极其“短视”的问题，应通过制定支持力度适当

的长期稳定政策来培育可再生能源战略投资商，抑

制投机行为，确保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５）加强舆论引导和项目示范工作。现阶段许多
投资者的意识仍然落后，认为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盈利

性较差。但是，从对投资业绩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再

生能源的投资回报要高于传统能源。应通过舆论引

导和项目示范工作，使投资者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国家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以及当前可再生能源可观的

投资回报，提高投资决策者的信心与投资积极性。

４　结　论

本研究把认知和行为因素纳入到可再生能源投

资决策分析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构建可再生能

源投资决策行为分析概念模型，定性描述模型中各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它们之间

的相关关系，定量描述了投资者的先验信念、政策偏

好、技术风险态度与投资组合中可再生能源投资份

额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决策结果对其投资组

合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投资行

为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１）厌恶技术风险，偏好较成熟的技术，不太关
注技术创新；

２）多数投资者偏好于短期具有较高支持力度
的政策，其投资行为具有较多的投机成分。

另外，研究结果也显示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投资组

合中所占的份额与投资业绩正相关，表明目前的可再

生能源投资具有较理想的投资回报。政策制定者可考

虑完善激励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和抑制投机行为，合理

控制政策支持成本，培育可再生能源战略投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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