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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摇 摇 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
———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发展建设为案例
张摇 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室,北京 100732)
摘摇 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门头沟区的案例表明,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 在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
中,既要选择符合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需要的产业以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政府也要把关系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的生态涵养发展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并在土地使用、税收、财政上缴和支出、干部考核等方面,给予相应
的特殊政策支持,降低地方政府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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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门头沟区地处北京市西南部,国土总面积 1 450

炭对北京市工农业生产和市民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

9 镇、4 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 27 万。 区内自然风

该区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区财政收

全区,现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设和落实区域功能定位的大局出发,对不符合功能

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8. 5% 。 全区下辖

响。 同时,煤炭又是门头沟区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在

光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永定河及其支流清水河横贯

入的贡献较大。 但是,2002 年以来,从服务首都建

1 处,独特的生态环境对北京起着极其重要的生态

定位和影响环境的资源性开采行业进行了清理整

屏障保护作用。 因此,门头沟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顿,关闭了一大批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要求的资源

建设,主要是生态涵养发展的成败,对改善北京空气

型采矿企业。 例如,截止到 2008 年底,全区共关闭

质量和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1摇 门头沟区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

乡镇煤矿244家,占252家乡镇煤矿总数的97 . 2 % ;
关闭了 122 家非煤矿山,占 156 家非煤矿山总数的

要举措

78. 2% ;全区 39 家砂石企业和 28 家石灰土窑全部

摇 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北京市建设现

1. 2摇 加大投入恢复山区环境,提高生态涵养水平

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沟区需修复的生态破坏面积约为 200 平方公里,占

代化生态新区和落实生态涵养发展区功能定位的要
型社会建设,门头沟区关停小煤窑、小矿山,保护、恢
复生态资源,培育生态产业,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1. 1摇 关停小煤窑小矿山,减少点源污染和生态破坏
点

摇 摇 门头沟是北京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生产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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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专家测算,按照北京市发展规划的要求,门头

全区总面积的 14% ,其中国道两侧、城镇周边、景区
沿线破坏面积约为 120 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8% 。 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小区和财政收入小区来说,
要治理这么大面积的国土,需要很大的投入。

门头沟区在生态治理上采取了三步走的做法:
一是加大生态治理的投入,完成了一批重点生态治
理工程。 2005 年以来,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完成了
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化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
一批生态建设工程,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15 平
方公里,建成 9 条生态清洁小流域。 全区水土流失
治理率达到 81. 1% ,森林覆盖率达到 79. 2% 。 平均
每年拦截泥沙 23. 9 万吨,较好地控制了山洪、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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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灾害的发生,水源涵养和植被净化功能明显增强。

带、薄皮核桃种植带等六大特色果品生产带,实现了

二是积极开展生态修复。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 13

生态治理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家国内科研机构和中外学者合作,采用先进技术手
段,重点对煤矿废弃地、采石场、旧灰窑、砂石坑、边

1. 5摇 提高产业进入门槛,拒绝污染行业死灰复燃

门头沟区除了关停了小煤窑、小矿山和一些污

坡、湿地等六大区域实施了生态修复试验工程。 预

染比较严重,对生态破坏比较大的产业外,在招商引

计到 2010 年,全区 24 382 亩矿山废弃地全部实施

资上,还根据生态涵养发展的要求,自觉地提高了工

生态修复。 初步探索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生态产业相

业进入的门槛,对进区企业和项目,一律实行环评。

结合的发展道路。 三是全面加强生态保护。 启动永

对环评不合格的企业和项目,不许落地。 同时,实行

定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新增湿地面积 2. 4 万平

工业向园区集中,以石龙经济开发区为依托,着力打

定河实施大规模污染治理,解决面源污染的问题,同

高科技无污染企业 12 家,推动全区工业结构的升级

方米,有效改善了湿地生态系统。 2005 年开始对永

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目前,已引进航天科工四院等

时,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来自永定河上游的 200

和转型。

万立方米污水,治理河道湿地 10 万平方米,有效地
改善了永定河的生态环境。

1. 3摇 发展旅游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门头沟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著名的潭柘寺天门

山公园、百花山自然保护区等都是国家级自然保护

2摇 门头沟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机会成
本

摇 摇 近年来,围绕落实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中关于
对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发展的功能定位,全面推进生

区,那里有千年古寺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是北京市民

态建设,关闭了一些污染严重,对生态涵养发展有重

旅游的热点景区。 除此以外,门头沟区还有北京地

要影响的小矿山、小煤窑和污染企业,为改善北京市

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村,如爨底下村、灵水村、

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做出了重大牺牲。 这些牺牲主要

琉璃渠村,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产业很好的基础。 为

体现在以下方面:

此,门头沟区着力培育和打造了以生态旅游、历史古

2. 1摇 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寺游、自然风光游、农业观光采摘和休闲游、民俗旅

门头沟区是北京主要的煤炭产地之一。 煤炭生

游等为主的旅游产业。 先后建成农业观光园区 25

产最高峰时期,仅采掘业,不包括衍生的运输、餐饮

旅游接待户 289 户,建成 11 个市级民俗旅游村。 爨

40% 以上。 受 关 闭 数 个 煤 矿 和 非 煤 矿 山 的 影 响,

村冶 ,成为京郊旅游新热点。 2005 年以来,全区共计

到 8. 5% 。 2007 年勉强维持在 8. 5% ,但财政收入

家,扶持发展民俗旅游接待户 723 户,其中市级民俗
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被评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
接待游客 743. 7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7 亿多元。 民
俗旅游对增加山区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和服务等行业, 每年创造的产值占到全区 GDP 的

2006 年全区人均 GDP 增速由 2005 年的 15. 8% 降
下降了 6% 。 2007 年,全区农村经济比上年减少收
入 7 亿元( 按 2006 年煤炭市场价格测算) 。 从反应
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 指标来看,门头沟区只有

1. 4摇 加强小流域治理,发展“ 沟域冶 经济

3000 美 元 ,而 北 京 市 中 心 城 区 的 平 均 水 平 超 过

区因地制宜把生态治理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的一个

的重点乡镇,影响就更加明显。 以斋堂镇西斋堂村

坚强小流域治理,发展“ 沟域冶 经济,是门头沟

创举。 门头沟区将修复后的废弃矿山、旧灰窑、采石
场建成休闲公园、特色种养殖基地。 例如,潭柘寺镇
废弃石灰矿经过生态修复后变为供游人休闲健身的
娱乐场所。 门头沟是北京京白梨、大樱桃和薄皮核
桃的主要产地。 为此,门头沟区把治理小流域生态
环境与发展“ 沟域冶 经济结合起来,实行一沟一品,

10 000 美元,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在一些煤矿生产
为例。 斋堂村有小煤矿 20 个,全村劳动力都围绕着
采煤业就 业, 每 年 上 交 给 乡 镇 政 府 的 管 理 费 就 达
400 万元。 在最红火的时期,全村流动人口达到 2

万人。 从 2002 年起,小煤矿陆续被关闭,繁荣景象

一落千丈,地区生产总值从全区乡镇第一,降为倒数
第一;流动人口也减少到目前的不足千人。

发展特色“ 沟域冶 产品,重点建设了京白梨种植带、

实行生态涵养发展不仅让门头沟区关闭了对经

樱桃种植带、香白杏种植带、盖柿种植带、苹果种植

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矿山,更重要的是,为了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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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门头沟区在招商引资方

门头沟区为落实北京市制定的生态涵养发展功

面,拒绝了一些对环境质量提升有影响、对改善北京

能的定位目标,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利

环境质量有负面作用的企业入住,从而也影响到全

益,而且,门头沟的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也为此做

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出了重要的牺牲。 从世界各国生态涵养发展的经验

2. 2摇 社会事业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看,仅仅依靠牺牲生态涵养地区的发展利益,不可能

同样受生态涵养发展功能定位影响的还有门头

彻底实现生态涵养的目标,还必须在实行生态涵养

沟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社会事业发展,在很大程度

发展的同时,建立一整套有利生态涵养地区经济社

上要依托政府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 由于关闭了大

会发展的机制,尤其是生态补偿机制,以在最大程度

量矿山,这些企业原来上缴的税收,也随着矿山的关

上,维护生态涵养地区的利益。 在保护生态涵养发

闭而不复存在。 原先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比

展地区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生态涵养发展。

重的矿山收入突然减少,例如,由于关闭矿山,财政

3摇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国际、国内经验

减少税收 1 500 万元。 2007 年上半年全区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 3. 24 亿元,同比下降 15. 1% ,直接影响到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生态建

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也就直接影响到全区,

设。 把生态涵养和发展作为公共产品,制定生态保

尤其是农村地区、深山区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护发展法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推动环境友好型

2. 3摇 农民增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社会发展的有效做法。

从门头沟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上看,农民

收入的主要部分已经不是来自农业生产,而主要是

3. 1摇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国际经验

生态建设事关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环境保

来自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 关闭矿山和污染严重

护和发展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

的企业,实际上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很大,主要

关系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

表现在就业岗位的减少甚至消失。 增加就业是农民

题。 从这一点上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态涵养

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的保障。 关闭矿山和一些污

和发展,已经超出了一般产品的建设属性,而更具有

染严重的企业,不仅使原本在这些矿山和企业就业

公共产品的特性。 因此,世界各国都把生态涵养和

的农民,变成了失业群体。 例如,随着资源开采业及

发展作为具有外部属性的公共产品来看待,从政府

其相关产业的退出,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累计超过

角度给予大力支持。 具体做法如下:

2 万人。 尽管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养

第一,生态涵养和发展属于公共产品范畴。 生

山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农民自主就业等措施

态涵养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例如,在河流上游

解决了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仍有近 5 000

地区和风沙源头地区进行的污染治理和种草种树,

名失业人员。 同时,一些与关闭矿山和污染企业发

清洁了上游地区的水质,治理了风沙源,而下游地区

展有关联的产业或企业的发展,例如交通运输、餐

没有进行任何投入,就可以享受到上游地区生态治

饮、住宿等服务业,也同样受到严重的影响,也会导

理带来的好处,因此,对进行大规模投入的上游地区

致这些企业的农民工下岗或者失业。 就业的减少或

来说,既需要进行投入,但更重要的是牺牲了自己的

下降,就业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

发展利益,显然具有极大的不公平性。 所以,各国都

2. 4摇 农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把生态涵养和发展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从中央政

主要表现在:关闭煤矿增加了农民日常生活中使用

30 年代遭受特大洪灾和严重的沙尘暴后,开始实行

农民在生活上为改善北京环境质量做出的牺牲

燃料的成本。 例如,关闭当地煤矿迫使农民买不到

府的角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例如美国在 20 世纪
保护性退耕。 退耕的补偿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但

就近就地比较便宜的煤炭,只能到距离更远的地方

政府并不统一规定补偿标准,而是根据其所确立的

如河北,买价格更高的煤炭来解决日常燃料的问题。

实现森林多功能目标, 建立了 “ 环境效益指数冶 和

如果是改为使用石油液化气或者天然气作为煤炭的
替代燃料,无疑因为市场价格高,也将导致农民在使
用替代燃料上的成本上升,增加农民的负担。

“根据土壤特点调整的租金率冶 这两个评价基准,用
于估算各地实际情况的租金率。 在此基础上,美国
政府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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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租金率( 亦即补偿

态涵养发展方面成功的经验,可以避免走过多的弯

标准) 。 如果竞标者报出的租金率高于政府估算的

路。 中国把生态涵养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从

美国的保护性退耕计划以合同制方式分阶段实施,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极度脆弱。 在长期的资源开

合同期一般为 10 -15 年。 合同期满时,政府允许农

发中,破坏了大量的植被,沙漠化和荒漠程度不断恶

租金率,他们可以不参加或不被政府纳入退耕计划。

户根据当年农作物的市场行情和政府所提供的补偿
标准,确定是否继续参加下一阶段的退耕项目

[1]

。

西部大开发开始。

化,水土流失不断加剧,不仅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危害到中国中部和东部广大地

第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涵养和发展地

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考虑到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

区进行生态补偿。 欧美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并结合

财政现实,以及生态涵养具有的公益属性,中央政府

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针对性很强的生态补偿机制。

决定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建立西部治理生态环境

从德国的情况看,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最大特点就

的补偿机制,其特点是:

在于建立了中央( 联邦) 政府对州政府,州政府对地

第一,加大专项投入,重点支持带有全局性的生

方政府或者下一级政府,或者州政府对州政府之间

态建设。 针对影响国家环境变化的重大因素,进行

的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转移支付。 例如德国就是通过

有针对性的生态维护建设投资。 如加大对“ 三北冶

建立横向的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实现不同地

防护林的建设投入,加大对“ 天然林保护工程冶 的投

区进行生态建设的补偿。 美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

入。 2000-2001 年,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

做法是,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
的积极性,建立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
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
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同时政府也承担大部分
资金投入。 以色列政府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上,采

设的投资达 300 多亿元,今天,这一数额还在不断增
加。 2001-2010 年,中央政府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
的投入将达到 770 亿元,占天然林保护工程总投资
的 80% [3] 。

第二,对生态涵养和维护行为进行补助。 退耕

取了水循环利用的“ 中水回用冶 机制。 例如,在用水

还林、还草是西部生态涵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关系

方面采取生态补偿方式,即城市污水收集———传输

到整个西部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

户———使用及安全处置,即出来多少废水,经过处理

基本生存问题,因此,需要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给予

到处理中心———处理———季节性储存———输送到用

成败。 但是,退耕还林、还草,又关系到退耕农户的

后再反馈多少中水。 通过这样一种补偿机制,以色

特殊的补助或者补偿。 为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到西

列 100% 的生活污水和 72% 的城市污水得到了回

部地区各级政府财政现状后,将退耕还林、还草上升

第三,制定生态补偿法规,使生态补偿有可靠的

补助。 例如,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退耕农户,每亩退

资金投入来源。 制定生态保护法是生态保护的最有

耕地每年补助 100 公斤原粮、20 元现金和 50 元种

用

[2]

。

效依据。 生态立法方面,世界各国主要从两个方面

为国家发展战略,由国家财政拿钱给退耕农户进行

树种草补助,鼓励退耕还林、还草。

来入手:其一是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建立生态保护法,

第三,实行人口迁移,减少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

规定哪些地区的环境在开发过程中应当受到严格保

力。 尽管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还没有实行因生态发

护。 其二是制定生态补偿立法,对进行生态建设的

展需要进行的人口迁移。 但是,在局部地区,由于需

行为给予补偿,鼓励进行生态重建。 例如,在小布什

要缓解生存压力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不但发生了

总统任职期内,美国通过了《2002 年农场安全与农

有组织的人口的生态迁移,而且,也取得了比较好的

村投资法案》 。 在这一法案的推动下,美国加大了

效果。 例如,在宁夏贺兰山区的人口迁移,不但改善

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计划的补贴,使美国的农民自

了迁移人口的居住条件,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收入,而

愿加入到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重建进程中。

且也很大程度地改善了山区的生态环境。 类似的成

3. 2摇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国内经验

功案例还有宁夏南部地区人口从水资源短缺地区迁

中国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上,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势头较好。 由于起步晚,可以借鉴国外在生

移到黄河灌区等。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以改革为推动力,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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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利用

难。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生态涵养区的建设,也从另

税收政策等工具来对生态建设进行补偿的可能途

一方面给全区带来了机遇。 例如,从碳储量和化学

径。

需氧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角度看,门头沟区有

4摇 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建议

着碳储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低,化学需氧量低,二
氧化碳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用不完的特点。 因

为建设首都西部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实现北京市

此,从维护门头沟区发展利益的角度出发,建议北京

“一轴两带冶 发展的总目标,把门头沟区建设成为以

市政府把门头沟区列为北京市碳汇交易试点单位,

系、生态涵养体系和支撑可持续发展体系为一身的

4. 4摇 发展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发展为主导,集生态产业体系、资源保障体

积极培育门头沟的碳汇交易市场。

现代化生态新区,不可避免地将会对门头沟区农村

门头沟区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建议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探索一条生态涵

北京市政府将门头沟区列为市旅游经济、会展经济

养发展,经济社会繁荣,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共
同发展道路,建议市政府把门头沟区设为生态涵养
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在体制改革和综合配套建设
方面,给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并在以下方面加
强北京市政府的政策倾斜。

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扶持区、“ 沟域冶 经济发展
先导区、矿山采空区和矿山土地整理置换实验区、矿
山生态治理先行先试试验区,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
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依托现有农业资源,以小

4. 1摇 深化林权改革,为山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为

流域治理为基础,大力发展具有“ 沟域冶 特色的现代

摇 摇 要像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一样,按照

发展以民俗旅游和休闲观光旅游为主的现代旅游经

生态涵养发展奠定基础

中央关于林权改革的精神和内容,积极推动门头沟
区林权改革,使每一个山区农户都能够有一块属于
自己并长期稳定承包的林地。 这是保障山区农户基
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行生态涵养发展的基
础。 因此建议北京市政府将门头沟区列为市级林权
改革综合试验区,率先在门头沟全区推进林权改革,
为北京林权改革和生态涵养发展探索一条道路。
4. 2摇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

农业和现代林业经济;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济,推动山区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继续提高设施农
业和养殖业的补助标准,鼓励发展设施农业和养殖
业,千方百计帮助农民致富。 要通过废旧矿山的土
地整理,给整理出来的土地以灵活的使用政策,如将
整理出来仍旧为农业用地的土地,允许其进行非农
使用的变更,并允许其与平原地区、投资条件和招商
引资条件较好地区的农地进行置换,置换出来的土
地,或用于生产建设,或用于低密度的房地产开发。

标准,增加公益性岗位

4. 5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扶持门头沟区的社会事业

摇 摇 为更好地推进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发展,建议北
京市政府制定更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如建立生态

摇 摇 建议北京市政府加大对门头沟区的财政转移支

补偿基金,分阶段和项目直接给予因生态涵养发展

头沟区带来的财政负担。 当前,市政府的财政转移

需要而关停企业的经济损失以补偿。 并建议市政府

支付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大市级财

根据可能,逐渐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 需要

政对门头沟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帮助

特别提出的是,市政府要根据门头沟生态涵养发展

门头沟区完善交通、通讯、山区自然灾害等在内的基

的实际情况,不断增加生态性公益岗位,以便解决因

础设施,优化投资和生态涵养发展环境。 第二,加大

实行生态保护造成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保障

对门头沟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尤

农民的收入不因实行生态涵养发展而降低。 同时,

其是保障事业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农村

在财政增收等一系列针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制定

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的

上,要给予门头沟区不同于其它区的考量。

发展。

发展

付力度,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因实行生态涵养给门

4. 3摇 培育“ 碳汇交易冶 市场

4. 6摇 加大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投入,为农民转产转业

到一定的限制,给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困

摇 摇 实行生态保护和涵养,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农民

门头沟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区,在产业发展上受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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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继续进行原有的农业生产活动,并给增加农

因此,建议北京市政府把门头沟区列为深山区农村

民收入造成困难。 一些农民将要从农业向其他产业

居民搬迁的试点,在搬迁和安置费、就业、子女上学、

转移。 为推动农民顺利地转产转业,需要北京市政

医疗及社会保障方面给予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积

府加大对生态涵养发展区内农民非农职业技术培训

极探索有效的搬迁模式,从而为北京市根本解决深

的投入,支持并完善各类针对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民

山区农民增收难和充分享受各种社会保障闯出一条

职业技术培训的教育形式的发展,并调动社会各界

新路。

广泛参与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为门头沟山区农民转
产转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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