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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廖红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本文以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分析了建立该机制的必
要性；借鉴有关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经验，提出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并对我国建立和
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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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２００２年的全球环境综合报

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十六大已

告指出：１９９２年里约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以来的十

经将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建

年，环境退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６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并将“可持续发展

亿美元的损失，这相当于此前４０年的损失总和。世

能力的不断增强，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

界银行（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１９９７年）估计，仅环境污染给我

０８０

著提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相当于我国ＧＤＰ的３．５％～

２ｌ世纪的中国，正大踏步地迈向生产发展、生活富

８％，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

损失约占ＧＤＰ的３％～５％。若再包括一些难以计

境补偿机制，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

算的生态环境损失和资源破坏在内，直接经济损失

形式。

将超过ＧＤＰ总量的１／１０，即超过每年ＧＤＰ的新增

一、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时代背景

量，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损失相互抵消。可见，这种

１．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与进展

发展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实施十年来，制定了《全

益。从长远看，它不具有发展的持续性和耐久力，是

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一种“泡沫”繁荣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由这种发

并逐步将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实

展模式取得的经济效益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这样

施；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和各类流（区）域整治工程，

的“经济效益”越大，资源、环境、社会遭受的损失也

大部分具有典型性的生态系统与珍稀濒危物种得到

越大，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将

了有效保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需充分认识

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到，当前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仍在

２．我国区域生态安全面临严峻形势——生态

恶化，一些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仍没有得到根本性

环境补偿机制建立的紧迫性

的转变，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自然生态

我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态资源十分丰富，．

系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旱涝、赤潮、沙

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尽管经过几十年的

尘暴、次生地质灾害等频繁发生，危害程度加大。

经济成功发展，但长期以来生态建设投入不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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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长期超载；加之生态环境意识薄弱，重开

确保生态安全的总目标，制定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发，轻保护，资源开发粗放经营，超过环境承载能

和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并逐步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

力。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低估价。

发展计划予以实施。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正

以土地生产力的降低来衡量，自然资源损耗和生态

是确保计划实施的强有力的支持政策，为之提供了

系统破坏的代价非常高。沙漠化和水污染已经影响

稳定的资金渠道，成为环保行动“在开展中保护，在

到粮食产量。据估计，１９９３年８％的农业用水不适用

保护中开展”这一思想得以长期、稳定实施的核心环

于农用目的，这导致粮食产量损失１００万ｔ。世界银

节。

行估计（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１９９７年），如果污水处理率从
２０％提高到５０％，我国粮食的总产量到２０２０年时

３．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生态环境管理规
范化、市场化的制度保障
生态管理税费杠杆的出台，财政转移和项目建

可以增加２ ４００万ｔ。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设与管理政策的稳定实施，必须以健全的生态补偿

快，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机制为基础，并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公平、合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生态安全健

理、高效的生态管理原则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康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保证区

三、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

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建立、实施与完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对自然一社

善国家和区域层次上的生态安全健康保障机制，建

会一经济这一复杂系统进一步深化认识，重点解决

立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协调机制和补偿

水、气候、土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

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战略，推进

价值相背离”问题，形成自然价值理论体系，形成人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

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规则，努力完

然选择。

善机制，全面推行生态补偿机制。

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问题的提出

１．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生态环境补偿的生
态价值损益计算的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广
义的生态补偿机制，包含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

环境资源价值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框架下

能的补偿，即通常说的谁污染谁付费，如目前国家正

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整个环境都是资

在推广的二氧化硫排污费及城市垃圾收费等。狭义

源。阳光、空气、水、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环境容量

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则专指对生态功能、生态价值

和生态承载力等，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人们恢复已破

的补偿，包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

坏的生态环境的支出，赔偿环境污染损失的费用以

付出代价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对因开发利用自

及生态环境补偿等都应当计算在资源价格体系中。

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对因生产生

资源环境是有价值的，利用资源环境就要支付相应

活行为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经济补

的补偿。因此，要在新的环境资源价值理念下，重新
评价和测算生态价值和生态利润，通过建立生态补

偿。
１．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偿机制来促进体现新的资源价值观念的国民经济核

建立健全相应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与补偿机

算体系——“绿色ＧＤＰ”的确立，实现资源市场化，

制，确保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

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

复能力可承受范围之内，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态效益的统一。
２．环境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生态环境

基本要求。不但要靠一朝一夕高强度投入来完成，

补偿的产业战略选择的理论基础

即使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完成后，还需要生态补偿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外部不经济理论），商品

制度来保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坚持和建设成

的成本由生产成本、使用成本（环境资源在使用中丧

果的长期巩固。

失的未来效益价值）和外部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２．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国家生态保护与
建设的核心环节

坏而产生的损失）组成。在旧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生

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秀美山川、

产者一般只承担了生产成本，而没有或仅承担一部
一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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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使用成本和外部成本。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生态社

区；反之，如果上游地区交给下游的是经过努力后

会现实，其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因此，应将外部

的、优于通行标准的水质，下游地区就应该对上游地

经济内部化，由行为人承担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后

区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做出适当的补偿。可以

果，这就是我们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学基础。

说，如果受益不只是下游，上游首先受益；如果受害

正是基于这一生态经济学规律，传统经济学在

不只是上游，下游受害尤甚。这样才能显示出公平、

２０世纪中后期逐渐演进为新的循环经济理论。西方

公正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还要考虑满足需要与现

各国提出了绿色会计的概念，推行新的产业战略，逐

实可行相结合的原则，补偿要尽可能公平、合理，符

渐用闭合式的循环经济替代传统线性经济。如何发

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展“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经济，将是我国

２．坚持谁污染谁赔偿、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产业基础。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是环境公害，污染

３．生态学理论——揭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
系统协调价值

者和破坏者不但要为污染和破坏行为付出代价，而
且有责任和义务对自己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的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

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同样，环境受益者也有责任和义

的科学，其基本原理是物质、能量、信息在时空上的

务对为此付出努力的地区和人民提供适当的补偿。

最佳利用，目标是追求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即生态效

就上下游和东西部的关系而言，上游（西部）是环境

率。生态系统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它的整体性，是生

污染者、生态破坏者，同时也是环境治理者和生态保

态系统要素与结构的体现，其主要特点有：整体大于

护者；下游（东部）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害者，

部分之和；系统的各要素不能分解成独立的要素而

同时也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受益者。谁污染谁

存在；各要素的性质和行为对系统的整体性起重要

赔偿、谁受益谁补偿，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只有

作用。根据生态学理论，我们就要把流（区）域当作

这样，才能鼓励大家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

整体系统来研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来协调和
理顺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改善系统的物质能量流

五、关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
对策建议

动，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整个流（区）域系

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绿色ＧＤＰ”制度

统的最优化。

“绿色ＧＤＰ”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ＧＤＰ中扣除

四、建立与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

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部分，也就是要扣除对生态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

资源造成损失的那部分成本，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

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已成为目前环保领域研究的热

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

点和难点。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以防止生态破坏、

济效益指标体系。资源环境核算问题是一个全新的

走绿色发展道路为目的，以生态环境的整治与恢复

课题。国外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美国等２０

为主要内容，以市场调节为手段，以法律保障为前

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此项研究。近十

提，实现生态环境补偿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

年来，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统计局合作，试图将环境问

工作系统。它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

题纳入当前正在修订的国民账户体系框架中。在我

在改善物质流向、理顺生态系统内各要素关系、维护

国此项研究工作已进行了几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实际上，

况讨论引进国外一些有用的成果。例如，在国民经济

生态补偿机制是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纽带，

核算体系（ＳＮＡ）中心框架之外，构造卫星核算体系，

也是解决相邻区域之间以及更高层次上生态保护问

建立绿色国民核算体系的尝试，实施综合环境与经

题的关键。

济核算体系（ＳＥＥＡ）的设想等。其目的在于，在尽可

１．公平、公正原则

能保持现有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和原则的情况下，

这主要表现为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要实现共同

将环境数据融合进现存的国民账户信息系统中。

发展。任一区域，特别是流域上下游之间是有机联

２．以科技发展为依托

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由不同地区组成的大区

为真正实现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取得良好的

域系统。如果上游地区污染下游，就要赔偿下游地

效益，我们还必须从战略上用新的眼光来进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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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配置。根据物质不灭原理，利用高科技手段，

有效保护散居区的生态，还便于集中管理，实现共同

模拟生态学原理而建立的工程体系，将是未来社会

富裕。

资源开发和配置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生产将是所有

４．建立有层次、分级别的税收管理体制

输入系统的物质都在循环中运动的过程。在一种机

借鉴德国、美国、瑞典等国的经验，建立中央、地

体中利用之后，转变为另一种机体可以再利用的形

方两级税收体制，由中央统一立法，确定税种、课税

式，这是一种无废料生产过程。例如，钢铁生产必须

对象、税收分配等，为税收管理建立明确分级的管理

包括从冶炼矿石中提取其他各种有用物质，包括综

体制。具体的税收条例由国家财政会同其他生态环

合利用废气、废水和废渣，形成冶炼、化工和建材等

境保护部门制定，地方按中央的税收政策、法令执

各层次的网络状主体型工业生态链。依靠科技进

行，同时赋予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加成减免或追

步，人们不但能有效治理环境，还可以变废为宝，最

加征收等权限。

大限度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益。

小结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复杂但意义深

３．把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的替代产业、替代能源
和生态移民纳入重点支持范围

远的系统工程，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有关战

把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的替代产业、替代能源和

略对策研究，科学运用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借鉴成

生态移民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的重点支持

功国家如美国、德国等的经验，重点开展生态补偿机

范围，这是确保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得下、稳得

制的实施机制的研究，在制定政策法规、推行绿色核

住、不反弹”的关键。

算、提倡绿色管理、开发绿色技术和支持绿色基础科

四川乃至广大西部地区的实践证明，生态项目

学研究、倡导绿色教育等层面为国家和区域层次上

支持的重点应是发展替代产业，加强西部地区的造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区域性、战略性的指

血功能。生态旅游业是有效替代“木头财政”的产业

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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