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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沼泽为主的高山湿地，
是吉林省通化市60万人民的饮用水水源地。为破解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难题，当地于2011年提出“产业兴镇、项目
活镇”发展战略，着力构建“有机食品示范区”的产业发展
新格局，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在全力构建有机食品示范区建设的同时，当地并没
有忘记对环境的保护。种植1000亩蓝莓等于在水源保护
区增加了1000亩生态林。种植蓝莓需要大量的生物有机
肥做改土材料，能有效遏制土壤退化，从而保护了黑土
地，哈泥湿地的生态环境也将明显改善。

哈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美景令到当地采访的作
者不禁发出“水波荡漾、草长莺飞、鸭舞鸟鸣”的感叹。

福建是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也是中国较早探索流域生
态补偿的省份之一。

闽江流域每年用于上游地区
生态补偿的资金达 1.5 亿元，九
龙江流域达 1.4 亿元。为了把生
态补偿工作落到实处，2015 年
至 2016 年，福建还专门设立水
环境生态补偿基金，以探索建立
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改
善全市水生态环境。

位于闽江上游的南平市，长
期以来经济体量位于福建省后

列。即便如此，当地也坚决摒弃
粗放发展方式，不给污染项目容
身之地。在生态补偿机制下，南
平市每年获得的水环境生态补偿
基金就达到 3000 万元，落实水
环境生态补偿项目12个。

福建省的 GDP 增长一直位
于全国前列，其生态文明建设也
从来没有落下：福建省 23 个城
市的空气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家二
级标准；全省 12 条主要水系水
质状况优良；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5.95%，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为了更好地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
持续发展，近几年张家口市开展了一系列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主要包括退耕还林、荒山造林、草地治理、营造农
田林网、建设水利配套设施以及进行生态移民等。到 2013
年为止，共开展重点林业工程 2005 万亩，森林覆盖率比
2000年增加了14.3%，极大地发挥了森林防沙固沙、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

昔日密布在洋河中段不足百公里范围内的几个大沙
滩，每年向北京输沙近百万吨，而如今这一现象大为改
观，春风之下不再黄沙肆虐，这不但使首都北京的沙尘天
气大为改善，也为自身带来了生态补偿的红利，为经济转
型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内蒙古地处黄河中游，幅员辽阔，自东向西横跨中国东
北、华北、西北地区，生态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也是中国重
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更是京津地区的生态屏障。受全球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破坏严重。近年
来，为恢复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国家在内蒙古草原开展了生
态补偿项目。

针对内蒙古等草原退化严重的牧区，2003年初国家正式开
始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根据草原退化程度的不同，分别采
用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的方式对草原进行生态治理。在“退牧
还草”工程建设期间，国家连续对牧民给予各项补助，并采取生态
移民等措施减少人类对当地脆弱生态环境的影响。截至2010年，

“退牧还草”工程区平均草地植被覆盖度达71%，大面积草场得以
修养生息，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草原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
失、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明显增强。自 2011年起到 2015年，国家
在内蒙古等几个主要草原牧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每年对内蒙古投入大量资金对牧民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
衡奖励、生产性补贴等，以此加强草原生态保护，提高当地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牧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内蒙古，一直是一片美丽神奇而令人向往的土地。自开展“生
态补偿”以来，内蒙古原本退化严重、黄沙漫天的草原现在已逐渐
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当地牧民为保护生态做出的牺牲也得
到了回报，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实现了保护生态与
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在这里，热情的草原人民与广袤的草原土
地和谐发展，内蒙古这只矫健的雄鹰，振翮展翅，昂首迎接崭新的
发展时代。

如今，绿色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是最主要的能源资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也在不断践行绿色
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绿色发展的过程培养了实施绿色金融所必需的市场环
境，而绿色金融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绿色城市建设。

“绿色金融”就是金融机构将环境评估纳入流程，在投融资行为中注重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与传统的金融
相比，绿色金融强调金融活动和生态自然的保护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2015年也被称为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元年。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介绍说，当前，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导致环
境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治理和投资的压力巨
大，要弥补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融资缺口，就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无论是面对国际上的减排目标，还是
对内经济转型的压力，中国都需要充
分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

在推进绿色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金融是核心要素。王遥表示，构建绿
色金融体系将会给未来绿色城市的构
建带来诸多影响，包括弥补城市绿色
转型的资金缺口，推动城市产业结构
转型，利用金融机制促进企业把握绿
色发展机遇。毋庸置疑，构建以机构
创新、产品创新、政策激励和金融基
础设施为框架的绿色金融体系，将为
城市绿色发展提供有效、便利与多样
化的融资，是确保城市绿色发展与转
型的重要决定因素。

作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环
节，绿色债券也格外引人注目。绿色
建筑、绿色交通及可再生能源等项目
是城市发展重要的资金需求方，当前

信贷和债券仍是其最主要融资模式。2016年以来，中国绿色债券发行增长
势头迅猛，7月 13日，全国首支央企绿色债券的发行将会带动更多企业参
与到绿色债券的发行，从而充分调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助推城市绿色金融
市场的蓬勃发展。

王遥表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目标是在未来有一天不需要谈论绿色
金融，而是整个金融体系都实现绿色化。”

青海三江源建生态补偿范例

为为大自然大自然““养颜养颜””
李 珧

生态补偿，就是利用经济手段来
明确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青海省三江源区的生态补偿就是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一个典型案
例。

“输血”变“造血”

有 人 将 三 江 源 称 为 “ 大 美 净
土”，的确，群山起伏，湖泊、小溪
星罗密布，茂盛的植被以及栖居其间
的野生动物让三江源集成了生态自然
的所有珍稀美景，人们置身其中，远
离城市的喧嚣，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油
然而生。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
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
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
一，三江源区对三条河流的中下游地
区用水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
障作用。

然而，三江源区生态系统却十分
敏感脆弱。三江源区冰川退缩、湖泊和
湿地萎缩等现象不断加重，源头产水
量逐年减少。同时，原始粗放的牧业生
产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不断恶
化，“人——草——畜”之间关系失衡。

过去，三江源的生态补偿多为阶
段性政策，以项目作为补偿方式，缺
乏系统、稳定、持续、有序的法律保
障和组织领导及资金渠道。然而要想
获得长效发展，政府就必须主动作
为，提升服务能力，对补偿成效负
责。2010 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了

《关于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
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生态补偿机
制是一项持久、稳定的长效机制，必
须充分认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
意义。

当地政府不仅明确了建立生态补
偿机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还与

中国工程院合作于 2012 年和 2014 年
先后启动实施了“三江源区生态补偿
长效机制研究”和“三江源区生态资
产核算与生态文明制度设计”两个重
点咨询项目。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
讨论和实地调研，明确了三江源区生
态保护与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个方
面的工作重点。

三江源区的管理部门主动探索生
态补偿的机制，并在探索中认识到：
要想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就必
须实现由国家“输血式”生态补偿向
自身“造血式”生态补偿的转变，主
动寻求实施生态补偿的科学路径。

金山和青山

生态补偿机制是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因生态保
护丧失发展机会或增加的发展成本
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那么，如何

算出三江源生态资源资产的各项经
济账并确立补偿的标准就成了实施
生态补偿的关键一环，也是最为基
础的一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
研究所所长张林波介绍说，摸清生态
资源资产的家底就等于是在金山银山
和绿水青山之间架起了相互衡量的
天平。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研究
成果显示，三江源区每年可提供的生
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价值约 4920.7 亿
元。这一结果表明，生态资源资产是
三江源区最重要的资产，其价值远远
超过经济生产价值。三江源的绿水青

山才是其最为重要的金山银山。为了
保护国家重要的生态资源资产，三江
源区每年放弃了约 369.7 亿的发展机
会成本。为实现生态资源资产的保质
增值，三江源区每年约需投入129.72
亿元进行生态保护恢复。

对生态资源资产的核算与价值评
估便于将生态资源资产作为三江源区
资源占用的重要依据，将生态资源资
产核算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
替代原有单纯的 GDP 考核指标，建
立以生态资源资产为核心的新型绩效
考评机制，构建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
展和生态资源资产状况的区域发展衡
量指数。权责清晰并且有了科学的数
据支撑，生态补偿工作的展开也就有
了长久的动力支持。

探索与创新

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自 2000 年

开始，国家和青海省已经投入了大量
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改善三江源区牧
民生活，但是这种补贴式、被动式和
义务式的生态补偿方式并不见效。牧
民放弃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接受国
家的补偿资金，但却没有找到替代的
谋生方式，这样下去不仅让一些牧民
再次按原有方式进行牧业经营，失去
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到少
数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

张林波所长介绍说，要想切实改
变牧民生活就要根据三江源区生态资
源资产核算结果，创新生态补偿机
制，将三江源区生态资源资产的生产
经营变成牧民收入提高的另外一个来
源，使牧民的身份定位由原来单纯的
牧业生产者转变为牧业和生态产品双
生产者。同时，大力普及教育，转移
牧业人口，并培育三江源区生态畜牧
业和民族手工业，引导和鼓励农牧民
自主创业和转产创业。

三江源地处水之源头，它的生机
和活力孕育着下游的生生不息和繁荣
发展。生态补偿也为三江源生态文明
的建设孕育着新的契机。

在生态保护这项事业中，谁都不
能坐享其成，谁也不能逃避责任，
破 坏 者 付 出 代 价 ， 保 护 者 得 到 奖
励，才是还原了最为基本的人类法
则。有了生态补偿的支撑，三江源
的生态未来一定会探索出更为多元
化的生态保护机制，促进形成
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最终让文明的生态观根深蒂
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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