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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enterpris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and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high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low-carbon oper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e key i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arbon emiss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participants in carbon emission regul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and finds ou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nsumers'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carbon emission regul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the carbon emission supervision system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requires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with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promulgating specializ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ow-carbon logistics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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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流企业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依托，为了缓解物流行业高碳排放问题，促进物流企业低

碳运作，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碳排放监督管理体系，提升物流信息流通效率。本文在分析物流企业碳

排放监管参与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了物流企业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找出影响消费者参与物

流企业碳排放监管决策行为的因素。建立物流企业碳排放监管体系，需要打造监管体系内部信息共享

平台，出台专门化法律法规，完善低碳物流指标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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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中国

的经济现在已经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走向了另一个

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是大势所

趋，同时也是我国目前的一个绝佳选择机会。物流是国

民经济的一个动脉系统，它连接着我国经济的各个部

门，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近几年，随着山西省

经济的转型升级，物流作为重点建设产业也取得一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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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山西物流企业仍然存在低水平、低技术和粗放型

运作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山西物流企业的如何开展

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识别、把握山西物流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物流行业总额

的增加，物流企业也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

依托。在全国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良好的大背景下，物流

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行业景气指数一直维持在较高

值，2018 年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 283.1 万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6.4%，增长速度较 2017 年回落 0.2%。物

流业作为高耗能产业，其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大量的资源

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全球气候状况日益严峻的情

况下，高碳排放行业的必经之路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 

推动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

一环。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此来为

了加快物流企业的转型升级。2017 年 11 月，交通运输

部发布了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了要坚决建立绿色交通监管体系。2017 年第 15 届中国

物流企业家年会召开，阐明了物流企业的发展方向。物

流企业需要不断提高整个物流过程的绿色低碳水平，从

改善运输方式，减少高污染消耗品的使用，改善新能源

运输设备等方面着手，降低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消费

者作为监管主体，直接对物流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而

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了监管难度。因

此要改善物流企业的碳排放问题，必须以完善的监督管

理体系为支撑，促进物流信息有效流通。研究消费者和

物流企业的决策行为，对碳排放的监管和对物流企业低

碳行为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

关于物流企业碳排放监管和参与决策主体博弈的研究

十分有限。梁雯学者等（2017）从低碳产品的视角出发，

建立了政府、供应链企业和消费者三者的动、静态博弈

演化模型，结果表明，如果实现了政府部门的执法权与

监督权的分离，就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督效率，同时

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吴士健等（2017）

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碳排放企业纳入博弈模型，在

双重治理体制环境下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各参与主体决

策行为的影响，并为政府部门碳排放的监管措施提出了

相应建议；周叶和杨洁（2017）从政府部门对物流企业

征收碳排放税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政府部门低碳监管行

为与物流企业低碳排放行为之间的博弈模型，并运用仿

真方法模拟了双方的演化博弈过程，模型验证了提高碳

排放税等政策对物流企业的低碳化运作具有促进作用；

李昌兵等（2017）为解决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从政

府部门监管体系下供货商与加工商的冷链物流投入出

发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模型求解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和处

罚会影响供货商与加工商的冷链物流投入；陈煜（2013）

纳入政府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了两阶段四方动态

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决策主体在考虑其他参与者行为时

的低碳物流策略，结果表明各参与方只有通过寻求合作

并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才能促进低碳物流运作机制的

有效实现；秦烨和李玉保（2014）分析了物流低碳化运

作的条件，为供应链各博弈决策主体实现物流低碳化提

出了几点建议，如在供应链中建立内部战略联盟和改善

低碳物流成本分配机制。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最初是由 Smith 等人在 1973 年发表的

一篇论文中提出，这就标志着演化博弈论的正式诞生。

然后，演化博弈理论成功应用于经济和管理的各个方

面，如集团事件处理机制，集群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

食品的安全监管，知识的共享，集团评标专家的行为，

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分析等。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双方

都不可能获得完完整整的信息和对策，两组只有通过不

断反反复复的调整才会达到博弈均衡的测试方法的要

点，最终才会实现演化稳定策略。传统的博弈论从纳什

均衡的最佳解决方案中分析出了商人与消费者之间博

弈的情况与结果，而演化博弈这个模型则认为双方的价

格，成本，利益因素和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将可能会具

有对博弈多重均衡选择的影响。因此，通过演化博弈分

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个主要参与者决策行为的选

择和影响，客观地了解两个主要参与者的决策行为的宏

观趋势和演变特征。因此，本文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分析

了碳排放监管下物流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和演变

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目前关于物流企业碳排放监管的研

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本文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下，通

过分析物流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行为，构建物流企业和

消费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找出影响消费者监管行为

的因素，剖析物流企业在监管环境下和非监管环境下的

策略选择，以期为物流行业碳排放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

相应的对策建议。 

3. 演化博弈理论 

消费者和商家在共享经济中的决策行为可以使用

演化博弈来刻画和分析，因为消费者和商家在共享经济

中，都是非完全理性的，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双方都

无法获得对方的完全信息和策略，因此双方群体通过不

断地调整的试探方法达到博弈均衡，最终达到演化稳定

策略。传统的博弈理论从纳什均衡的最优解分析商家和

消费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而演化博弈则认为双方的价

格、成本、收益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

弈的多重均衡的选择产生影响。所以，通过演化博弈分

析能够更好地了解双方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选择及其

影响，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两类主体博弈行为的宏观趋

势和演化特征。 

演化博弈论在经济社会各个学科中有着极其广泛

的应用，范围很广，涉及各个方面。它从博弈主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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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理性的思想出发，假定由于各种限制因素它是客观存

在的，博弈主体是不可能会达到无限理性的。演化博弈

论是以博弈方的有限理性为基础，结合了博弈论的分析

方法和动态演化的过程，使博弈者对获得的收益进行动

态博弈，使价值最大化。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将不断学

习、模仿、试错、总结，找到最有利的决策，最终达到

均衡状态。进化稳定策略和复制动力学是进化博弈论的

两个核心概念。物流企业是否选择低碳化运作受到多方

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

在增加了消费者监管的难度，也进一步影响了碳排放监

管体系的建立。物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属于演化

博弈。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各参与主体的决策行

为来提高消费者的监管效率。 

4. 物流企业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1）设物流企业进行低碳运作的概率为 P1，成本

为 B1，直接经济收益为 R1；非低碳运作的概率为 1-P1，

成本为 B2，直接经济收益为 R2。（2）设消费者对物流

企业非低碳行为选择举报的概率为 P2，成本为 C1；消

费者对物流企业非低碳行为不选择举报的概率为 1-P2，

成本为 0。（3）物流企业进行低碳运作时，消费者选择

对企业物流活动进行了解，成本为 C1，此时由于更多的

消费者知道了其低碳运作行为，因此给物流企业带来社

会信誉收益 R3；消费者选择不了解企业物流活动，此时

不会付出任何成本也不会得到任何收益。（4）物流企业

选择非低碳运作时，若消费者选择举报，需要付出成本

C1，同时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得奖励收益 I1，物流企业会

受到政府的处罚 B3 和负面影响损失 B4；若消费者不选

择举报企业物流活动是否低碳，此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

本，但是由于环境受到破坏，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受到损

害，损失为 C2。 

根据以上物流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建立动态

博弈树如图 1： 

 

图 1  政府部门与物流企业之间的博树 

根据以上分析，物流企业和消费者在整个博弈过程

中各个环节的总收益如表 1： 

表 1  物流企业与消费者总收益表 

 物流企业 消费者 

1 R1-B1+R3 -C1 

2 R1-B1 0 

3 R2-B2-B3-B4 I1-C1 

4 R2-B2 -C2 

设物流企业和消费者总收益分别为 S3 ,S4，由表 1 得： 

B2)-P2)(R2-P1)(1-(1+

B4)-B3-B2-P1)P2(R2-(1+

B1)-P2)(R1-P1(1+

R3)+B1-P1P2(R1=S3

      

        (1) 

P2)C2-P1)(1-(1-

C1)-P1)P2(I1-(1+

-P1P2C1=S4

               

(2) 

分别对式（1）和式（2）求一阶导得： 

B3+R2-P2B4+P2B3+

B1-R1+P2R3=P1

αS3/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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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C2-C2+

P1I1-C1-I1=P2

αS4/α

               

(4)                                                               

令式（3）和式（4）分别为 0，求得博弈均衡解分别为： 

P1=1-C1/(I1+C2) 

P2=R2-B3-(R1-B1)/(R3+B3+B4) 

5. 结论 

根据均衡解，物流企业选择低碳运作的概率 P2 与

以下因素有关：消费者对企业物流活动了解和选择举报

的成本 C1；消费者选择举报非低碳运作的物流企业所获

得的奖励收益 I1；物流企业非低碳运作造成生态环境

污染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的损害 C2。 

物流企业的决策行为：消费者了解企业物流活动和

选择向政府举报的成本越高，其选择举报的可能性就越

小，此时物流企业选择低碳运作的概率越小；消费者选

择举报非低碳运作企业获得的奖励收益越大，其更愿意

参与监管，此时物流企业更倾向于低碳运作；非低碳活

动给消费者带来的身体健康损害越严重，物流企业进行

低碳运作的可能性越大。 

消费者选择举报非低碳运作物流企业的概率 P2 与

以下因素有关：物流企业非低碳运作时的收益和被举报

后政府处罚间差额 R2-B3；物流企业低碳运作的直接经

济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 R1-B1；物流企业低碳运作为

自身带来的社会信誉收益 R3；政府对物流企业非低碳化

运作的处罚 B3；非低碳运作造成环境破坏从而为企业自

身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的损失 B4。 

消费者的决策行为：物流企业非低碳运作的直接经

济收益与被举报后政府处罚差额越大，消费者选择举报

得概率越大；物流企业低碳运作的直接经济收益和成本

之间的差额越大，消费者选择举报的可能性越小；物流

企业低碳运作给自身带来的社会信誉收益、非低碳运作

时政府的处罚和为企业自身带来的信誉损失越大，消费

者倾向于选择举报的概率就越小。 

综合以上分析，建立针对物流企业的碳排放监督管

理体系，畅通物流信息交流能够带来以下影响：消费者

获取物流企业运作信息的成本降低，参与监管的概率提

高，物流企业非低    碳运作的概率降低；消费者对物

流企业非低碳运作带来的环境污染危害认识程度加深，

在政府奖励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监督举

报。最终决策即建立低碳物流监管体系，消费者选择进

行监管的概率倾向于 1，而物流企业非低碳运作的概率

倾向于 0。 

 

 

6. 物流企业碳排放监管体系发展建议 

为山西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消费者制定高质量发

展政策提出建议，有利于促进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

的形成，促进山西省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为政府相

关部门和消费者制定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提出具体建议，有利于促进山西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机

制的形成，为其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有

利于促进山西省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 

政府应完善物流相关法律法规，从源头上规范物流

的实施。适度增加对企业行为的奖励和惩罚，运用合理

的经济手段规范物流企业行为，为物流企业提供一定的

补贴和配套服务，如推广回收产品的加工和加工技术

等。鼓励相关人才的招聘和培训，营造绿色发展氛围，

推动电子商务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物流。 

6.1. 建立监管体系内部信息共享平台，畅通
物流信息交流 

内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问题，同时降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成本，从而提升参与

监管的概率。具体措施如实现物流企业各运作环节的碳

排放量公开化，消费者可以查询快递从仓储、包装到运

输、配送等节点的近似碳消耗量，如仓储耗电量，运输

工具碳排放量，包装材料碳消耗量等，这些措施的实现

需要以低碳物流技术为支撑，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

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和可降解包装，实现物流过程碳排放

数据的可视化等均是低碳物流监管的重要步骤。 

6.2. 出台与碳排放监管相适配的法律法规 

法律规范是低碳物流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应

结合我国物流实际情况，落实有关环境保护和涉及气候

问题的法律法规，也要因地制宜制定针对低碳物流发展

的专门化法律。一方面对涉及到环境污染的物流企业实

施整改，敦促其转型升级，并处以相应惩罚，另一方面

采取奖励办法调动广大社会群众参与低碳物流监管的

积极性，提高社会群众低碳环保意识，将低碳理念渗透

到居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6.3. 完善低碳物流评价指标体系 

对物流企业进行监管，必须建立一套适合物流行业

的评价指标体系，政府部门能够对物流企业的低碳能力

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具体评价指标包括企业规模、企

业内部低碳意识、低碳工具使用率、配送效率、低碳包

装使用率和回收率、低碳技术研发能力等。建立合理的

评价测量指标，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监管效率，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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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促进物流企业的低碳化运作。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长

足发展的必经之路。物流企业在追求自身合法合理利益

的同时，要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提升企业形象，树立企业品牌。通过合理包装，节约资

源; 创新管理模式，重视信息管理; 加强供应链管理，

优化工作流程来降低物流的成本。 

作为消费者，要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和合法合

理权益维护的意识，提高 

社会责任感，支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促进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只有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建立有效的碳排放监督管

理体系，提升物流信息流通效率，消费者才能加大监管

力度，物流企业才能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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