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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可持续性政策浅析
王正磊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２１）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的掠夺和破坏，导致自然资源巨大消耗、环境大范围污染和生态严重失衡。
该文从可持续发展思想入手，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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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持续发展，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

于报端。通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似乎总是遵循着环

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当代人不以消

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规律性道路”。可是，我们更

耗甚至破坏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态

应该知道发达国家曾经为环境问题付出过沉重代

和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使资

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不应该再重复它们的老

源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生态和环境适于人类居住、生

路，而且，我们今天遇到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昨天

活和工作。

的问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在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增长热”和发展中国家的

很大程度上是把环境污染包袱扔给了发展中国家的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急剧加速了耕地、淡水、森林和

结果。今天，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重环

矿产的消耗。到了上世纪６０年代，能源危机、环境

境保护，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自然资本在经

污染和生态破坏引起人们的警觉，片面强调物质财

济增长中的长效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国民经济

富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受到挑战。一种新的发展

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观——可持续发展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萌
芽和发展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增长”发展观
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虽然“零增艮”

ｌ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看保护环境
１．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政策涵义

发展观因为过于悲观而遭到许多批评，但是它引起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

了人们对传统发展观的全面反思，在环境保护史上

的基础。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实行一整

具有戈Ⅱ时代的意义。１９８０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

套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由于这三者在

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本质上互相依存，三方面的政策必须协调实施。

的概念。而１９９２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

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生物圈的基础

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

结构不断投入，以保证所有生命依赖的环境商品和

言》和《全球２１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

服务的持续性与质量。环境可持续性要求在利用自

概念推向了行动。目前，“可持续发展”一词已经风

然资本时，不削弱自然的生产力或环境商品和服务

靡全球，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和各

对人类福利的综合贡献。为保证人类行为不导致不

行各业专家学者研讨的焦点…。

可逆的环境破坏，应贯彻预防因子（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改革开放近３０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当科学界对于环境问题依然存在争议

的经济奇迹，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

与不确定性，但足如果不采取行动而发生错误的后

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废弃物的排放不断增加，导致

果可能非常严重时，依然有必要采取预防行动。

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关于环境污染的新闻不断见诸

１．２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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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目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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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

向为政治经济学。Ｅ—ｍａｉｌ：ｗａｚｅｌｅ２００６＠ｓｏｈｕ．ｃｏｒｎ

问题，全国７０％的河流污染严重，５０％的城市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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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１３０

发展史得出的一种假说，它容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

多亿吨，水质已经严重恶化。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

误导，似乎环境问题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

已经使中国在１９９８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对天然林

象，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的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经报道过河北某市的

所以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发达国家环境质量

例子，２００３年该市ＧＤＰ约为３６０亿元，而当地滏阳

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

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成的损失是７．５亿元，对人

基础上的。比如，有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森

体健康造成的损失是９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

林而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木材，可是将来发展中

失为１５．４亿元，损失总额高达３２亿元，约占当年

国家无法再把环境问题转嫁出去。更重要的是，环

ＧＤＰ的９％。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

境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无法逆转的严重后

算进去，每年的经济增长人不敷出。由此可以看出，

果。许多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发达国家在过去几

当前环境保护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战

百年中欠下的环境债务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偿还的地

略势在必行。

步。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决不能把

２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２．１环境恶化的经济学解释

环境问题同经济问题割裂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
２．２．３贫困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

环境为什么会恶化？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

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一些环境问题，如缺乏卫生

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在增加，而自然资本却在

设施和清洁的饮用水、生物物质燃烧导致的室内空

减少？原因在于，自然资本不能像物质资本和人力

气污染等，是和经济欠发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

资本那样，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其价格和供求。环境

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在发

属于“公共物品”，产权不明确，因而产生了外部效

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贫困和环境问题之间还存在

应：经济活动导致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其成

更加复杂的关系，贫困和环境破坏往往形成恶性循

本不是由私人承担，而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私人成本

环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大量贫困人口在农村，他们

低于社会成本。由于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人们就不

的生活直接依赖自然资源，对环境形成极大的压力。

会主动地珍惜和保护环境。市场在这个领域内“失

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使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进一步

灵’’－Ｃｔ

恶化。贫困者由于收入低，无力从市场上购买必要

２｜。

发达国家的环境与经济（“环境库兹涅兹曲

２．２

线”假说）
２．２．１

的生产投入和生活用品，便倾向于直接取用没有明
确归属和标价的自然资源。而且由于技术落后，贫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内容

困者的生产方式往往会造成环境损害。例如，急欲

今天，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明显好于发展中国

获得土地而又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农民会聚众开垦易

家。从历史上看，不少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环境质

于发生水土流失的山坡地，并向森林地区迁徙，短短

量先恶化，再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好转的过程。据此，

几年以后他们在林中开垦的土地产量就会大幅度下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环境破坏与经济增长呈

降，这又导致新的开垦和迁移。贫困的家庭被迫首

倒ｕ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其具体内容

先解决短期之需，这促使他们对自然资本采取“为

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我所用”的态度，比如为了薪柴而滥伐树木、疏于使

废弃物的排放不断增加，导致环境恶化。到达一定
的收入水平（人均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美元）以后，各种因

土壤恢复肥力等。此外，贫困还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关系密切，而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加深贫困和环境破

素的综合作用将使环境质量逐渐好转。比如，富裕

坏的程度。

了的消费者对环境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进步

２．２．４中国西北地区的环境恶化与贫困的关系

使企业得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政府也将在公众的

．

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

压力下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

脆弱，已经陷入环境恶化与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

２．２．２．“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

西北地区贫困人口９０％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

由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完全是从发达国家

的高原、山区、沙漠等地带，贫困程度很深，温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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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一遇到灾害就可能返贫或者贫困加重。近年来，
西北各地旱灾、风沙及沙尘暴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大

ｌ

／Ｉ

面积地区发生连年干旱，农作物严重减产。干旱风
蚀造成土地沙化。土壤更加贫瘠，水资源更加短缺。
生态环境恶化，毁坏大量农田草场，而扩大垦荒和超
载放牧，又加快了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各项产业
和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

Ｏ

Ｉ’

Ｉ

Ｉ”

环保投资

降。生态恶化和发展困境互为因果，形成生态环境
图１环保标准的缺陷

恶化不断加剧与经济发展困境不断加重的恶性循
环。如果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继续恶

是，政府规定的环保标准所对应的环保投资正好等

化下去，将对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断加剧的

于ＯＩ的可能性极小。
二是环保标准“一刀切”，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最

不利影响（现在春季频频发生的沙尘暴就是一例），
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威胁。

优配置。比如，工业废气的排放，企业技术水平不
同，处理废气水平有高有低，但都遵循统一的排放标

３

中国干预环境政策现状

准。如果让成本低的企业再少排放一些，让成本高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对环境的

的企业多排放一些，总排放量不变，社会总成本却能

干预采用的是命令与控制手段。实际上就是政府自

降低。由此可见，在统一的排放标准下资源配置难

己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直接管理资源的使用。

于达到最优。

具体措施包括：限制野生动物的猎杀量，渔业资源的

４

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探索

捕捞量，森林的砍伐量，草场的放牧量，废水、废气的

排放量；制定有关环境污染的标准，禁止企业和个人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无疑需要克

对环境的污染超过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直接管制，

服很大的困难，但并不是不能做到。两者之间存在

如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渔船、渔网，对企业使用的燃

着巨大的协调余地。低收入者是环境改善的最大受

料做出具体的规定，要求回收废物，或安装废水、废

益者。环境政策促成的经济活动，比如植树造林、建

气的处理设备等。

设供水和卫生设施，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可以提供

命令与控制手段简便易行，但有两个缺陷：

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对环境保护的投

一是环境保护的程度由政府决定，往往会偏离

资也能改善低收入者的健康状况，提高低收入者的

最优的环境保护水平。环境保护并非多多益善，而

生产率而使他们受益。农业推广和信贷计划，以及

是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应该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

土地所有权改革都能提高低收入者进行环境投资和

际成本的原则。环保措施的收益是自然资本的保持

风险管理的能力。从长远看，使低收入者分享经济

或增加，成本则是由此导致的个人收益减少。应该

增长的成果，加快人口转变，向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

找到一个最优的环保措施水平，在这一点上，环保投

服务，也是保护环境的必要措施。

入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见图１）。但是，政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保护政策可以效

府不可能掌握关于自然资本和全社会所有经济活动

仿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干预可以通过命令与控制手

的成本和使用信息，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判断，

段以外的市场经济手段进行。既然环境问题的经济

甚至主观定出一个环保水平。

根源在于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的外部效应，那么如果

图１中ＭＣｓ曲线代表环境投资的社会边际成

能设法明确产权或把外部产权内部化，就可以使市

本，ＭＲ曲线代表环境投资的边际收益。ＭＣｓ曲线

场机制在环保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只有站在整个社

与ＭＲ曲线相交于Ｅ点，最优环保投资为ＯＩ。如果

会的立场上进行全面的环境保护规划，才能做出理

环保投资偏低，为ＯＩ’，增加环保投资会使收益的增

性的、前后一致的政府干预环境决策。具体有以下

加大于成本的增加；如果环保投资偏高，为ＯＩ”，减

做法：

少环保投资会使成本的节约大于收益的减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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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界定自然资源的产权

３ｌ

三大要素的效能就会下降，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对森林、牧场、渔场和矿藏等可以交易的自然资

于是，为了在经济增长分析中引入环境因素，经济学

源，通过出售给私人厂商使公共资产私有化。对于

家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所谓自然资本，就是指

有些自然资源，比如水、空气等无法明确产权的资

一国现存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从现行

源，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授权，以及配额、利用许可、

ＧＤＰ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而得到的经过环境调

开业许可以及其他法律工具，建立对自然资源的有

整的国内生产总值（即绿色ＧＤＰ），如果该值形成净

限使用权，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产权应该得到法

额下降，就表明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此时，哪

律的充分保障，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这样所

怕是牺牲一些效率，也应该相应调整经济发展政策。

有者才会关心资源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利用。产权

４．５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的第三产业——网络

还必须是可以转让的，以便所有者在任何时候都可

经济

以卖出产权，实现资源的经济价值。

在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政府应该大力倡导网

４．２课征环境税

络经济的发展。因为知识创新能力是网络企业的核

由于环境污染的成本主要是由社会而不是私人

心资源，这种企业遵循效益递增规律，代表着先进生

承担，即污染厂商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因此，

产力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

在市场自发状态下，环境污染程度肯定会超过社会

未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分割蛋糕的最有力武器。

最优污染程度。课征环境税的目的是提高环境的私

而且，网络经济不会造成环境污染，持续不断的知识

人污染成本，使其与社会成本相吻合，也就是把原先

创新活动使低通胀、高增长、低失业有可能成为经济

对于厂商而言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常态，从而彻底摆脱工业经济的副作用，实现经济的

４．３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

可持续发展ｐＪ。

ｊ

这实际上是一种界定产权的方法，它赋予许可

当然，政府干预不可能弥补市场在环境领域的

证持有者使用一定限额的某种公共资源的权利，或

一切缺陷，而且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失灵。笔者

者给与生产者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的权

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推动下，国家应努力

利。以控制污染为例，政府根据社会成本——收益

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鼓励建立社会自愿行动

分析，确定一个目标污染水平，按此数量印制许可

的政策体系，其中，建立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就是一

证，然后向污染企业分配这些许可证的份额。那些

种很好的选择。

能够以低代价减少其排放的企业，可以把他们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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