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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上游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研究
———从贵州后发优势谈制度综合性补缺
陈

乔

( 致公党遵义市工委ꎬ贵州遵义 ５６３０００)
摘

要: 贵州所处的区域及历史原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ꎬ导致贵州经济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ꎮ 但

贵州的生态价值对于长江生态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ꎬ在经历长期非均衡发展之后ꎬ其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
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对补偿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为此ꎬ该文通过分析国家层面对贵州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制度缺
陷ꎬ提出要建立长效、立体生态补偿机制ꎬ完善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一是
建立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控制措施ꎬ控制开发速度ꎬ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ꎻ二是完善财政体制和金融政
策ꎬ从制度层面上给予贵州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动力保障ꎻ三是完善资源定价机制ꎬ给贵州社会经济增添发展动
力ꎻ四是完善考核机制ꎬ严控生态底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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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４０４(２０１５)６７－００２３－０５

贵州大部分地区处于长江上游ꎬ在长江流域生

的极大破坏ꎮ 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ꎬ长江中上游是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由于人

森林资源富集地区ꎬ其流域生态环境一直保持良好

口密集ꎬ加之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速ꎬ生态

态势ꎮ 资料显示ꎬ２０ 世纪初ꎬ森林覆盖率约为 ３０％ꎬ

消耗严重ꎬ带来一系列问题ꎬ正在引起各级政府及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ꎮ 早在 ２００５ 年ꎬ中共十六届五中
全会«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 中ꎬ就首次提出了“ 谁开发谁保护、谁
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ꎬ要求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ꎮ
但事实上ꎬ由于各方面原因ꎬ生态补偿的有关单一制
度虽然陆续出台ꎬ而作为能够发挥联动性作用的机

由于大量砍伐ꎬ到解放初下降到 ２０％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初又下降到 １０％ 左右ꎮ 滥砍森林造成水土流失
加剧ꎬ根据国家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提供的数
据ꎬ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 ３６ 万 ｋｍ ２ 增加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５６.２ 万 ｋｍ ２ ꎬ
占流域总面积的 ３３.１％ꎮ 在这个特殊的发展时期ꎬ

贵州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的价值被普遍界定为提供原

制ꎬ还很难真正落到实处ꎬ难以达到持续性、关联性

材料、燃料、能源ꎬ其产业结构除部分地区发展特色

效果ꎬ难以治本ꎮ 本文从分析问题根源出发ꎬ力求发

农产品加工外ꎬ大多以材料产业、矿产开发产业、冶

现资源配置与制度缺陷之间的共振作用ꎬ进而找到

炼铸造产业为主ꎬ这些产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ꎬ为下

解决问题的制度综合性补缺途径ꎮ

游地区提供了发展精深加工业、精密制造业以及其

１

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廉价原材料及电力资源ꎬ但并未

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

价值对补偿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１

贵州价值实现在认识上的错位ꎬ导致资源过度

开发、生态脆弱
贵州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ꎬ其价值实现长期
存在片面性ꎬ导致资源粗放式过度开发对生态环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作者简介:陈乔ꎬ专职副主委ꎬ主要从事财政经济、民主政治等方
面的研究ꎮ

给上游地区带来足够的财富ꎮ 这种付出与收获、价
值与实现的不对称ꎬ需要制度设计在财富分配上进
行弥补ꎮ
资源分布与产业布局的不合理配置ꎬ也是对自
然规律的不尊重ꎬ同样要付出生态环境代价ꎮ 从上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国家逐步重视生态建设ꎬ地方政

府开始依靠世行贷款植树造林ꎬ积极实施退耕还林ꎬ
使生态逐步得以巩固和发展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贵州连
续 １３ 年实现森林覆盖率年均增长 １ 个百分点ꎬ目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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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达到４８ ％ ꎮ与此同时ꎬ水土流失面积共降低

１.３

一降” ꎬ打造了贵州的“ 绿色名片” ꎮ 但由于与此同

理补偿

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ꎬ加之治理力度不够ꎬ又导致

长江中下游地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

长江干流及支流、湖泊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ꎮ

省区ꎬ由于区位优势及制度倾斜ꎬ率先实现小康ꎬ这

尤其是近几年来ꎬ干流和一、二、三级支流及湖泊的

与贵州等上游地区长期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ꎮ 西电

水质变化均呈下降趋势ꎮ 造成长江流域水污染的主

东送及大量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ꎬ为这些省区高附

要污染源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ꎬ加上工业废气及

加值产品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燃料ꎬ为东部发展充

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大气污

当了输血者角色ꎮ 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拉开

染ꎬ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十分脆弱的境地ꎮ

了差距ꎬ而生态保护的重任却仍然落在上游地区ꎬ这

以贵州为例ꎬ乌江中下游水体水质长期超标ꎬ超标污

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ꎬ必然导致治理不到位、保护

染物为总磷和氟化物ꎮ 据相关部门 ２０１４ 年第二季

无动力ꎮ 按照“ 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ꎬ应该建立

类占 ８.３％ꎬ劣Ⅴ类占 ５８.２％ꎮ 其主要污染源为工业

对上游欠发达地区的治理投入ꎬ应由下游各省区共

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ꎬ长江上游地区尤其是上

同时ꎬ世界生态保护成功路径之一ꎬ是通过大规

游欠发达地区ꎬ长期以来经济落后ꎬ依靠粗放开发资

模移民缓解生态与人口的矛盾ꎮ 而贵州省 ８８ 个县ꎬ

１４.０４％ꎬ平均每年下降 １.０８％ꎮ 生态指标的“ 一增

非均衡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果ꎬ贵州作为后发地区应该得到补偿ꎬ尤其是生态治

度监测报告ꎬ乌江Ⅱ类水质河段占总长的 ３３.５％ꎬⅢ

长江流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专项补偿机制ꎬ尤其

污染、网箱养鱼、城镇生活污水三大问题ꎮ

同分担ꎮ

源ꎬ向山川要土地、向土地要财富ꎬ消耗资源向财富
转移ꎬ导致水土流失ꎬ问题的根源是发展方式ꎻ要走

财政困难县就占了 ５２ 个ꎬ困难面超过 ６０％ꎮ 要实现

移民保护生态ꎬ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和就业吸纳、城

出贫穷落后ꎬ又不得不走上工业发展之路ꎬ问题的根

镇安置ꎬ不是一个省财政能够承载的ꎮ 因此ꎬ补偿机

源是产业选择和布局ꎻ加之城镇化前期也存在大量

制中对移民成本的分担也应纳入制度的整体考虑ꎮ

粗放开发ꎬ缺乏环保意识ꎬ导致长达 １０ 年的低水平

１.４

重复建设透支环境ꎬ农村城镇化过程尤甚ꎮ 贵州在

制度缺陷导致财富分配不公ꎬ使贵州作为资源

大省失去发展支撑

生态领域的价值与其参与产业竞争的价值相比ꎬ明

资源定价机制不合理ꎬ主要体现在电力产业ꎮ

显前者优于后者ꎮ 其生态价值向财富的转移ꎬ通过

一方面发电企业成本高ꎬ统一上网销售价格低ꎬ企业

高消耗、低产出的同类复制获得财富ꎬ不如在制度上

积累少ꎬ自身发展困难ꎬ对地方财政贡献不大ꎮ 另一

给予财富转移性弥补ꎮ

方面ꎬ本地工业企业尤其是材料产业长期向电网公

１.２

司购买高价电ꎬ致使这一单项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

自然因素也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ꎬ调整

生产方式与制度约束和引导密切相关
贵州土地自然条件恶劣ꎬ以山地、坡地为主ꎬ土

区同行业ꎬ企业输在起跑线上ꎮ 以贵州支柱产业铝、
磷、碱、钛等为例ꎬ产品成本中电费分别占到 ５５％、

地总面积中ꎬ山地占 ６１.７％ꎬ丘陵占 ３０.８％ꎬ山间平

５０％、３０％、２０％ꎬ高达 ０.６ 元 / 千瓦时的工业用电价

地形结构下ꎬ人们为了生存ꎬ不得不在大于 ２５ 度以

期依靠地方政府电价补贴ꎬ给本来捉襟见肘的地方

上的山坡上进行耕作ꎬ也加剧了水土流失ꎮ 这种自

财政造成了巨额负担ꎮ 贵州除了资源没有更多优

然条件下ꎬ要实现农村耕作习惯的彻底改变ꎬ要从生

势ꎬ但资源被制度绑架ꎬ廉价出售、高价回购ꎬ企业失

产方式的革命实现水土保持ꎬ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度

去竞争力ꎬ政府财源枯竭ꎬ如何能实现自我造血功

设计上给予约束和大力引导ꎮ

能? 如何能增加生态保护投入?

坝占 ７.５％ꎬ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ꎮ 这种

格ꎬ是导致企业严重亏损的重要因素ꎮ 企业生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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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２５

资本市场发展势头似乎再次拉开了贵州与发

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机制ꎮ 近年来不断加强生态保护

达省区的距离ꎬ后发的贵州企业很难分享资本盛宴

与建设ꎬ大力提升森林覆盖率ꎬ从 ２００２ 年起全面启

一杯羹
２０ 多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中ꎬ贵州企业尤

其是资源型企业ꎬ基本没有搭上这班快车ꎮ 与国家

动退耕还林工程ꎬ森林覆盖率累计提高超过 ７ 个百
分点ꎬ并将在全省 ８ 大水系ꎬ即乌江、清水江、都柳

江、牛兰江、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和赤水河实施生

全力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相比ꎬ与改革开放的

态补偿ꎮ 贵州省的相关举措就局部地区治理和保护

排头兵广东相比ꎬ 贵州资本市场发育至少落后 １５

可以起到一定作用ꎬ但由于流域所涉及的区域辽阔ꎬ

年ꎮ 到目前为止ꎬ仅有 ２１ 家企业进入主板上市ꎬ少

很难实现全域有效控制ꎮ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ꎬ国

量中小企业开始步入新三板、Ｅ 板、Ｑ 板市场ꎬ企业

家制度顶层设计至关重要ꎮ

融资任然以银行贷款为主ꎬ渠道狭窄ꎬ资金量小ꎬ贵

２

州的产业大多数依靠自身积累ꎬ按照传统的发展模

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存在的认识局

式缓慢 增 长ꎬ 这 一 状 况 必 然 使 贵 州 发 展 严 重 “ 贫

限ꎬ导致制度单一ꎬ缺乏整体支撑能力

但国家金融政策没有考虑梯次设计、资本市场发育

个体的关注ꎬ以及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行为的关

的区域性劣势、人才智力资源困扰等占主要方面ꎮ

注ꎬ往往忽略了作为一级政府在生态保护和治理中

血” ꎮ 这是后发地区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传统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机制ꎬ注重对生态建设

那么国家金融政策是否可以向贵州这样的后发

的责任和作用ꎮ 如:« 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地区倾斜? 是否可以按照周小川提出的“ 多层次资

制度» 、«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 、«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

本市场” 方 向 设 计 适 合 贵 州 的 金 融 产 品? 国 务 院

收使用管理办法» 等ꎬ均提出了按销售收入的一定

« 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

比例提取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等要求ꎬ提出

号文” ) 强调“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ꎬ提高直接融资

资金投入力度ꎮ 接受补偿的个体是生产者或生产单

干意见» ( 国发〔２０１２〕２ 号文件) ( 下面简称“ 国发 ２

了对治理每亩草场、林场的补助标准ꎬ加大生态补偿

比重ꎬ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 ꎬ

位ꎬ往往由于生态补偿主体、对象产权不够明晰ꎬ使

又提出“ 鼓励保险资金探索参与贵州重点产业项目

上述生态补偿机制难以落到实处ꎬ甚至在实施过程

建设” ꎬ中央有关部门是否可以依照上述要求给予

中出现很大的管理漏洞和资金浪费ꎮ

创新ꎬ降低企业上市门槛ꎬ增加直接融资ꎬ为贵州企

从产业布局、财富分配、发展机会、资源定价、考核指

业发展注入资本动力? 在信贷政策方面ꎬ对贵州产

标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ꎮ 中共十八大提出ꎬ在综合

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是否可以更大? 这也需要在

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

制度上给出具体的规范ꎬ便于操作、便于文件精神真

的基础上ꎬ做出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

正落到实处ꎮ

义务的公共制度安排ꎬ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

同时ꎬ在制度设计上单纯强调“ 补偿” ꎬ而没有

更为符合贵州实际的具体资本政策ꎬ开展一些制度

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ꎬ制度对于贵州这样

易等方式ꎬ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ꎮ 这一“ 两

的后发地区ꎬ没有给出比较合理的发展助力ꎬ使贵州

成本一价值” 的科学判断ꎬ充分体现了决策层对生

在保护与开发中纠结ꎬ在落后与发展中矛盾ꎬ并承担

态价值的重新定位ꎬ也给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了超负荷的支出压力ꎮ 近年来贵州省担当责任ꎬ克

指明了方向ꎮ

服自身困难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生态治理ꎬ先后在

３

清水江、红枫湖和赤水河流域实施了水污染防治生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态补偿试点ꎬ通过经济杠杆促进流域上下游加强生

只有从立体角度思维ꎬ从区域战略定位及价值

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ꎬ效果比较明显ꎮ 对牛兰江

判断出发ꎬ完善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民幸

流域的草海等同一区域的水资源保护区ꎬ建立了由

福指数的制度体系ꎬ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补偿长效

省、市、县三级政府为主体ꎬ保护区居民为客体的水

化ꎮ

２６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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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控制措施ꎬ控

制开发速度ꎬ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ꎬ将贵州定位为生态保护
主体功能区ꎬ从制度上保障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与
价值实现形式相匹配ꎮ 一是对耕地在 ３５ 度以上的

贫困人口给予最低保障制度ꎬ或整体移民安置补贴ꎬ

州城镇化建设推进速度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明显滞
后ꎬ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十年间ꎬ全国城镇化率年均
提高 １.０６ 个百分点ꎬ但同期贵州只增长了 ０.６４ 个百
分点ꎬ贵州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 １６.５ 个百分点ꎮ 按
照« 黔中经济区核心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ꎬ贵州着
力优化城镇化区域发展布局ꎬ积极培育构建以贵阳

将土地统一流转到林业大户ꎬ实行集中培育、集中补

中心城市、贵安新区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ꎬ逐步拓展

偿ꎬ减少对坡地的粗放耕作ꎬ控制水土流失ꎮ 二是严

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小城镇为

格资源的量化管理ꎬ严格控制工业建设项目的排污

基础的城镇综合发展体系ꎮ 这一蓝图是符合贵州发

指标ꎬ对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进入贵州的项目给予环

展现实需求的ꎬ也是有序推进、科学发展的ꎮ 但目前

保评级ꎬ建立科学的测评体系和量化指标管理体系ꎬ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ꎬ给这一实施

将长江中上游沿线产业布局与承载能力进行比对匹

中的计划带来了很大困难ꎮ 以遵义为例ꎬ市政府倾

配ꎬ建立控制指标ꎬ严控超标配置ꎬ重点发展交通运

力打造中心城区“ 一主两副一区” 的战略部署ꎬ经过

输、邮政通讯、商业贸易和旅游服务等产业ꎬ减少资

近 ５ 年的建设已初见成效ꎬ为构建 ２００ 万人口的城

源开发和冶炼类产业ꎬ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ꎮ

市打下了基础ꎬ但由于政策原因ꎬ新浦新区在建工程

对企业投资者造成的生态消耗ꎬ要按照市场化

大多数被迫停工ꎬ南部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项目

原则实行补偿ꎮ 特别是矿产开采、森林采伐、河流利

也由于信贷政策一刀切ꎬ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ꎮ 为

用ꎬ必须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ꎬ完善合同ꎬ实现长期

此ꎬ建议对贵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给予金融政策倾

约束和终身治理ꎬ确保生态恢复ꎮ

斜ꎬ保障在建项目的顺利推进ꎮ

３.２

完善财政体制和金融政策ꎬ从制度层面上给予

贵州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动力保障

同时ꎬ建议给予贵州资本市场发育更大的人才
支持ꎮ 贵州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落后、人才匮乏ꎬ导

从财政体制上ꎬ建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设

致国家金融政策在贵州落实不好、执行不力ꎮ 尤其

计比照西藏地区执行ꎬ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ꎮ 资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ꎬ在贵州具有广阔的需求

料显示ꎬ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

土壤ꎬ但由于人才原因ꎬ短时间内难以给企业带来生

长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上世纪 ９０ 年代ꎬ西藏

州实现金融强省目标ꎬ也是国家政策层面需要考虑

均增长 １５％ ꎬ中央财政补贴在西藏 ＧＤＰ 的快速增

机ꎮ 因此ꎬ制定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有关政策ꎬ帮助贵

第三产业就超过了一二产业ꎬ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实

的范畴ꎮ

现产业结构优化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ꎮ

３.３

而中央对于贵州这样的资源型地区ꎬ却长期没有给
予足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ꎬ国发 ２ 号文件在 ２０１２ 年

完善资源定价机制ꎬ给贵州社会经济增添发展

动力
国发 ２ 号文件明确指出:“ 在贵州率先开展全

出台ꎬ才真正系统性地体现了中央对贵州的关心ꎬ但

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ꎬ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

很多政策至今未能落地ꎮ 因此ꎬ建议中央在财政政

接交易方式方法ꎮ 理顺煤电等产品价格关系ꎬ适时

策上除了考虑基本生存及公共服务需要ꎬ对生态移

调整西电东送电价” ꎮ 贵州有能源、资源优势ꎬ但至

民、生态治理、植树造林等巨额成本ꎬ要纳入转移支

今为止ꎬ这一政策没有得到落实ꎮ 建议从国家层面

付范畴ꎮ 同时还要考虑上述成本在区域间合理分

考虑资源定价权与资源属地的关系ꎬ出台相关政策ꎬ

担ꎬ尽快完善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ꎬ从发达地区

给予贵州优惠电价或直接交易ꎬ还定价权于资源地、

转移财力支持贵州保护生态、恢复生态ꎮ

还财富于贵州人民ꎮ

从金融政策上ꎬ建议中央给予贵州一定的政策
倾斜ꎬ促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ꎬ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ꎮ 贵

３.４

完善考核机制ꎬ严控生态底线ꎬ避免出现治理

与破坏重复上演的恶果
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发展、城镇聚集ꎬ发展速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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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过了地方财政的承载能力ꎬ地方政府疲于奔命ꎬ一方

任ꎬ加强对生产力过度适放的约束ꎬ遏制对财富不择

面无力投入财力进行环境治理ꎮ 另一方面ꎬ各级对

手段的实现ꎮ 才能使生态保护和治理常态化ꎬ保住

ＧＤＰ 增长及财政税收的排位考核ꎬ又推动着地方政

青山绿水ꎬ实现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ꎮ

府加快工业园区建设ꎬ加大招商引资力度ꎬ举全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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