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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补偿实施后的效果与效率评价已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目标区域的筛选和确定将直接影响补偿资金的使用效

率，进而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社会效益。文章从生态补偿效率影响因素入手，梳理了国内外生态补偿区域选择的研究方法，

从已有研究来看，选择准则已逐步从单一的只考虑项目总预算、参与者成本、环境效益等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生态退化高

风险区域、空间区域要素异质性等多种要素；选择方法也从单一的数学方法，逐步与物理模型、空间模型和空间数量经济模

型相结合，这些方法的研究和分析可为生态补偿项目实践提供重要理论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今后补偿区域

选择研究的准则除了要考虑上述环境保护目标外，还要纳入减贫、社会公平、制度保障、技术实力以及项目持久性等社会要

素，以实现生态补偿项目环境与社会效益的综合目标；相应的研究方法也要动态化，系统化和集成化；且要探索研究对区域

选择方法的后评价，以验证生态补偿效率的实现程度及贡献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照国外与国内研究的差距，分析未来国

内生态补偿项目的广泛应用以及目标（区域）选择的重要性，从提高补偿项目生态服务的效益和提高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角

度，提出我国今后的生态补偿项目应在实施前做好目标（区域）选择；实施中做好动态监测；实施后做好后评估和适应性调

整，以提高生态补偿政策持久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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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价值转化为
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激励机制已
经引起了广泛关注（Engel et al., 2008；赵雪雁，
2012）。根据相关学者对生态补偿的定义，生态补
偿是一种自愿交易，有确定的环境服务，至少有一
个买方，一个卖方，并且必须保证能够提供环境服
务（Engel et al.，2008）。然而，生态补偿这种自愿
交易下自我选择的本质会产生目标选择（或合同分
配）的问题，即当申请者超过补偿预算时，如何保
证选择谁会得到最高的环境服务水平（Wünschera 

et al.，2008），即生态补偿的效率问题。确切地说，
区域目标选择（Targeting）指的是在有限的生态补
偿预算额度下，把补偿资金分配在哪些地方以及如
何分配的问题（Wünschera et al.，2012）。合理的目
标选择方法或决策有助于从潜在的生态服务提供
者中，根据区域或个体条件差异，确定有效补偿区

域或者生态服务提供者。 

PES 项目越来越受到政策实施者和决策者的青
睐，但未来设计 PES 项目最迫切需要的是在项目实
施前就研究设计有效的参与合同和如何评价实施
效果（Ferraro，2011），分析当前的生态补偿区域目
标选择方法，并评价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由于中国生态补偿项目主要是政府间的
交易过程（程臻宇等，2015），申请者数量过多的
现象并不多见，所以国内对生态补偿目标选择的研
究较少，多是相关的间接研究（黄兴文等，1999；
范小杉等，2007；郭中伟等，2003；鲍锋等，2005，
孟召宜等，2008；唐秀美等，2010）。即使是政府
与政府之间实行的生态补偿，在资金约束条件下获
取最大的环境效益，仍是生态补偿的主要目的，必
须要将资金配置到生态效率高或生态效益增量大
的地方，或投入成本低的地方（谢剑斌等，2013）。
因此，综述分析国内外较成功的区域选择方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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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来筛选补偿区域目
标、提高项目实施效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目标选择与生态补偿效率 
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在补偿资金（或预算）约

束条件下获取最大的环境效益（Alix-garcia et al.，
2008；Zhao et al.，2010），即关于生态补偿的效率
问题。关于无效率的情况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框
架（Engel et al.，2008），其中提到三类情况，（1）
不给予补偿也会发生预期的土地利用方式，反过来
说，即是“花了钱，但没发生什么变化（Ferraro et 

al.，2006）”。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缺乏额
外性（赵雪雁，2012）。（2）补偿费用较低，不能
促使参与者采用预期的土地利用方式。（3）补偿了

（或说付费了），土地利用也发生了变化，但提供的
服务价值却低于补偿费用，即支付成本大于获得的
收益。 

对于后两种情况，不采用社会收益超过成本的
实践活动，或是采用社会收益低于成本的实践活
动，都会产生明显的社会无效率（Engel et al.，2008；
赵雪雁，2012）。而对于额外性问题，虽然其本质
上不属于社会无效率问题，而是资金无效率，这会
使得每美元获得的收益（生态服务水平）降低，但
是如果在补偿预算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用于这种无
效率的实践活动偏多就意味着用于效率高的其他
实践活动的资金就会偏少，这实际上也就产生了社
会无效率。对于那些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标准同一，
而且没区域有目标选择性的实践活动很可能会产
生缺乏额外性的问题（Engel et al.，2008）。 

为确保生态补偿机制的高效实施，付费者（即
买方）应明确 3 种关键要素（Wünschera et al.，
2008），（1）是否提供预期的环境服务，即效益。（2）
环境服务丧失的风险。（3）参与者（即卖方）的成
本，包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赵雪雁，
2012）。此外，设计选择目标除了要考虑生态服务
水平、参与成本和生态风险以外，还应考虑社会政
治意愿、公众意识、制度安排和技术水平，以及防
止实施目标选择过程中出现“泄漏”（目标区改善
生态服务供给的结果是以其他地方的环境破坏活
动增加为代价）和不正当激励，从而削弱整体生态
补偿的效率（Chomitz，2002；Wünschera et al.，2012；
Fooks et al.，2016）。 

上述前 3 种因素可作为目标选择时的主要规
则，如明确丧失风险，优先选择那些风险性较高的
区域，增加额外性，从而提高补偿效率；明确参与
成本，根据参与者投入的成本，制定不同的、灵活
的补偿标准，实现资金使用效率最优化，从而提高
补偿效率；确定效益-成本比例，优先选择比例较大

的参与者，虽不能保证获得效益肯定大于付费成
本，但能尽量减少这种低效率补偿项目。 

2  国内外生态补偿区域选择方法研究 
2.1  统一的目标选择标准 

对补偿对象实行统一的标准，即在资金总预算
下，对补偿区域不进行有针对性地甄别和筛选，而
是向单位面积土地支付相同数额的补偿（戴其文
等，2009），直到达到预算上限。这是生态补偿项
目最初实施的目标选择方案。如拉美最早开展生态
补偿的哥斯达黎加国家生态补偿资金（PSA）项目，
严格采用统一的补偿标准。该项目向土地所有者提
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包括森林保护、再造林等，支
付的金额略高于保护土地的机会成本（Pagiola，
2008）。最初的墨西哥的水文环境服务补偿（PSAH）
项目和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虽不是采用统一的补
偿标准，却也只限制在 2~3 个标准水平（Muñoz-piña 

et al.，2008；Bennett，2008）。 

由于这种选择标准没有考虑个体差异，存在很
多无效的或低效补偿实践，补偿资金效率很低，缺
乏额外性，生态补偿效率很低。但因为这种方法易
操作，相对比较公平，所以仍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主
流的区域选择补偿方案（戴其文等， 2009；
Wünschera et al.，2012；赵雪雁，2012）。 

2.2  成本-效益目标选择方法 
关于生态补偿目标区域选择问题，国外研究得

较多。最初采用单目标、单准则的方法。最具有代
表性的是 Babcock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系统地
总结了成本标准、效益标准和效益成本比（边际成
本）标准等 3 种选择方案，并进行了定量估算

（Babcock et al.，1997）。Chomitz et al.（2006）采用
成本法进行选择，以最低的成本选择最佳的区域以
获得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从而确定低成本高收益
的参与者选择方案；有的学者则侧重将生物物种的
空间连通性、生物物种自身的生态特征等服务效益
作为生态补偿区域选择的标准（Powell et al.，2000；
Fagan et al.，2016；Alison et al.，2016）。但采用效
益目标选择时，还要考虑不同服务功能之间的权衡

（Ojea et al.，2016；Zheng et al.，2016）。 

Ferraro（2003）采用成本效益标准，依据产生
期望的生物物理属性的效率来定位需要保护的地
块，从而确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流域保护的优先
补偿区域；Uchida et al.（2005）采用成本效益法评
价退耕还林目标选择的实施效率，结果表明，当前
的补偿金额过高，实施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Claassen et al.（2008）分析了美国农业环境补
偿项目的有效设计问题，研究表明通过成本-效益线
性得分函数确定参与区能够大大提高环境收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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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大约增加 3.7 亿美元的收
益，对于一个 10 亿预算的项目，大约提高两倍收
益；Chen et al.（2010）讨论采用成本效益法评价退
耕还林这一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和效果，文章指出
其中的成本核算难度较大，因为关于农户机会成本
的信息比较隐私，获取较困难，实施者与土地拥有
者之间存在信息缺口。 

中国生态补偿对区域差异关注较少，存在补偿
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区域实施
补偿等问题（赵翠薇等，2010）。有的学者提出建
立以补偿效率为基准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对象空
间选择机制（李武艳等，2015），但对于目标区域
的选择方法研究也应多参照成本、效益或成本-效益
标准，采用聚类分析、“地理要素禀赋当量”、选择
实验法等来优化补偿区域选择（张伟等，2010；宋
晓谕等，2012；徐中民等，2013；王爱敏等，2015；
龚亚珍等，2016）。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系统的补
偿区域选择机制。 

2.3  考虑风险的目标选择方法 
在上述成本与效益选择方法基础上，将生态系

统受损风险也纳入目标选择的标准，称为多目标多
准则的目标选择方法。 

生态退化风险作为体现生态补偿项目额外性
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空间目标选择的关键因子

（ Wünschera et al， 2012； Sims et al， 2014；
Ezzine-de-blas et al，2016）。Alix-Garcia et al（2005）
通过模拟墨西哥生态补偿项目来说明将风险纳入
生态服务目标能够提高实施效率。寻求最优目标的
这种补偿项目每美元的环境收益为等额补偿的4

倍。Wünscher et al（2008）以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
项目为例，研究搭建了一种空间目标选择工具——
考虑3个因素，环境服务提供水平、参与成本以及
失去这些服务的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任何一种目
标选择方法的效率（每1 000美元产生的额外性）都
高于无目标选择。Wünscher et al（2012）以生物多
样性这类国际生态补偿项目为例，综述和评价了各
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选择方法，并分别从透明
度、数据可获取性、土地的确权、是否考虑额外性、
是否考虑生态服务水平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对这些
方法进行了评价。该研究提出，生态补偿项目区域
目标选择的准则有3个：一是生态服务水平；二是
提供服务的成本；三是不实施生态补偿而导致的不
提供生态服务的概率（即额外性）。 

2.4  空间模型分析方法 
由于考虑空间异质性，有些学者采用 GIS 等空

间信息工具来实现生态补偿目标区域选择。
Wendland et al（2010）以马达加斯加为研究区域，

采用空间分析方法确定应优先实施生态补偿的区
域。该研究首先是确定生物多样性、碳汇和水质生
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布情况，然后确定这些区域的
生态风险分布，以获得生态补偿区域额外性分布
图，再去掉其中高机会成本的区域，最终靶向确定
生态补偿区域。Atela et al（2014）以肯尼亚 47 县
的农业、气候和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脆
弱性指数地图来评价当地 REDD 项目减贫的空间
区域选择情况。Kolinjivadi 等学者以尼泊尔加德满
都谷地为研究区域，运用 GIS 中的克里格插值模块
分析说明了，在对生态补偿项目进行设计时，应同
时考虑区域选择有效性、成本效益和减贫等多项目
标（Kolinjivadi et al.，2015）。Lin et al.（2014）以
坦桑尼亚 REDD+项目为例，采用基于 GIS 的多标
准决策分析方法演示了空间选择方法，明确REDD+

项目适用区域。该方法是基于 GIS 中的 IDRISI 模
块提供的多任务标准评价模型来明确 REDD+项目
的最佳适合区域，同时考虑了部分能够被空间变量
代表的标准或规则，而诸如“泄漏”等因素则无法
体现。 

为减少或避免目标选择过程中的“泄漏”影响，
提高生态补偿效率，相关学者考虑了空间结构性

（空间不均匀性）和空间因素的自相关性，采用空
间计量经济模型来选择农业生态保护项目的参与
者。Yang et al（2014）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了区域农业特性、土地承载力、人口密度等解释变
量对选择英格兰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参与户的影响，
并分析了不同区域的相互关联性。在此基础上，
Raggi et al（2015）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回归
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
涅大区农业环境保护项目参与区域的影响因素，并
且对相邻区域泄露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空间
选择是影响项目实施的重要因素。 

2.5  考虑信息成本的竞拍法 
在生态补偿项目中，为更好地确定参与者的真

实成本，减少信息租金（Peterson et al.，2004；Ozanne 

et al.，2001；White，2002），避免对高机会成本类
型进行低补偿或对低机会成本类型进行高补偿（赵
雪雁，2012），提高目标选择性和补偿效率，有些
研究学者提出可以采用竞拍法选择参与区域

（Wünschera et al.，2012；Hellerstein et al.，2015）。 

Ferraro（2008）指出在涉及到生态服务补偿的
契约关系中，购买方获得的成本信息要比土地拥有
者少（存在不对称信息），后者利用他们的私人信
息从购买方获取信息租金。为了在有限预算下获得
最大生态服务水平，减少信息租金有利于额外性的
获得。该论文提出 3 种减少不对称信息的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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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集和获取土地拥有者（服务提供者）的各种与
成本有关的属性数据；二是给土地拥有者提供不同
类型的“菜单”（低成本-高产出和高成本-低产出），
让他们根据标准自我筛选；三是采用采购拍卖的方
式，向服务提供者发出投标邀请，最后以较低竞标
价来确定签约方。Chen et al（2010）讨论采用成本
效益目标法评价退耕还林这一生态补偿项目的效
率和效果时建议在采取成本效益选取参与者时，采
用竞拍的方式提高 PES 项目实施效率。Narloch et al

（2011）以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实施的生态补偿项目
为案例，在设定项目总体预算后，通过竞拍价格（成
本）计算每个目标的最优成本效益，但尚未建立科
学框架来设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以权衡是否达
到最大效益。Newton et al（2012）以亚马逊河流域
的 PES 项目为例进行研究，得出不同区域的农户会
产生不同的机会成本的结果，所以如果项目补偿能
够依据当地机会成本和生计策略的不同而相应调
整补偿区域，则能大大提高项目成功实施的可能
性。Skidmore et al（2014）利用印尼苏门答腊岛占
碑省两个村庄的数据分析反向竞拍和评价机会成
本两种目标选择方法所产生的碳汇量，研究提出在
农户尺度决定选择目标比较困难，因为不存在容易
观察到的明确低成本提供者的协变量；另外，发展
中国家农户由于缺乏土地确权，使得合同关系的建
立比较困难，所以实际选择中可以以村庄或省等区
域为单位进行。 

采购竞标方法是效率相对较高的方法，但该方
法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设计和实施，制度成本较高，
多应用于发达国家。 

3  研究展望 
3.1  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区域选择研究 

当前，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补偿目标选择的关
键要素开展了大量研究，但除了上述环境保护和经
济目标外，近年来相关学者还提出，要从社会学角
度，将减贫和社会公平也纳入目标选择的规则当
中，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态补偿项目的实
施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有扶贫的目标（Gauvin et 

al.，2010；Kolinjivadi et al.，2015；Ezzine-de-blas et 

al.，2016）。另外，实施生态补偿项目的区域是否
做好了一定的“准备”也是选择的标准，如当地政
府的政治意愿、公众的意识、技术能力、政府管理
和法规制度的稳定性等都会影响项目实施的效率
和效果（Wünschera et al.，2012）。当然一项生态补
偿项目能否长期实施下去、是否会受到资金的限
制、当地政策是否会连续保障、对当地农户的可持
续生计影响如何等持久性问题，也是管理者应该考
虑的因素（Alix-garcia et al.，2005；Alix-garcia et al.，

2015）。因此，今后的区域选择也应综合考虑环境
保护和社会发展综合目标，寻找两者的结合点进行
深入研究和探讨。 

3.2  综合性选择方法研究 
由于对生态补偿区域选择的准则或因素多样

化，那么如何综合考虑这些因子或者应该如何权衡
各个因子将是未来管理者和实施者面临的问题。探
索研究综合性的选择方法则是研究学者应该考虑
的。从近两年的研究文献来看，选择方法除了与物
理模型、数量经济模型、空间分析和“3S”技术相
结合外，有些学者还尝试通过政策情景分析框架、
适应性管理等系统综合性方法等对多个目标进行
综合权衡和分析。与此同时，对于长时间实施的生
态补偿项目来说，除了研究特定时段区域选择的方
法之外，还应从纵向时间序列上分析所选择的区域
是否合适，这其实是对不同参与区域进行适时调
整，也算是一种适应性管理（Sims et al.，2014；
Ezzine-de-blas et al.，2016）。 

3.3  额外性监测方法研究 
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前需要采用相应的方法来

进行目标选择，以获得更多的额外性，提高整体生
态补偿效率。但到底选择的区域是否能提高生态补
偿效益，则需要进行效益额外性评价，这也就是对
目标区域选择方法的后评价。当前大部分生态补偿
项目并没有要求量化参与者的额外性，其中一个原
因是评价额外性的成本很高，而且由于未来的预测
很困难，因此实施起来非常复杂；另外的一个原因
是政治挑战，因为实施任何一项规则都意味着将会
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当前生态补偿项目正在应用
的额外性评价方法有 4 种（项目特定评估法、标准
额外性评价法、折扣或交易率法、概率评估法），而
这 4 种方法的可行性必须通过追踪那些没有参与
PES 项目的控制组和对照组（Wunder et al，2008；
Bennett，2010；Ulber et al，2011；Vedel et al，2015）
之间的差异来判断。未来可尝试开展相关方面研究。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已引起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生态补偿目标（区域）的
选择不仅关系到补偿效率的高低，更关系到生态补
偿能否可持续。本文从影响生态补偿效率的因素入
手，梳理了国内外生态补偿区域选择的方法，综述
了由单目标、单准则到多目标多准则的选择过程。
从研究文献来看，国外的生态补偿项目多是以用户
为主导的（Wunder et al.，2008），比较注重项目实
施的效率和效果后评价，因此对目标区域的选择方
法研究也较多，且研究方法也趋于综合化和全面化

（表 1）；但国内的生态补偿项目多以政府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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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主体比较模糊，且志愿申请者数量也不多，因
此，国内对生态补偿优先度的确定多为定性描述，
在项目设计时对目标选择过程和生态服务额外性
的动态监测都有待加强（贾卓等，2012；朱文博等，
2014） 

当前，我国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生态公益林
工程、面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性转移
支付项目等生态补偿政策，都是以政府主导为主，
补偿对象选择过程不充分，补偿标准不灵活，导致
补偿效率较低，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

（程臻宇等，2015）。因此，通过分析国外生态补偿
区域选择方法以及未来应考虑的多种影响因素，从
提高国内补偿项目生态服务的效益和提高补偿资
金的使用效率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生态补偿项目的前期设计阶段：首先，基于我
国生态补偿的特点，实施生态补偿的前提是要有相
应的法规和制度支撑，对水、森林、草原、矿山等
资源进行确权，在此基础上，核算资源资产，确定
生态环境服务并进行定价；其次，应优化选择补偿
区域或目标，对目标实施区域进行现状调查，筛选
出生态服务脆弱区域（或贫困区），确定补偿对象
的先后排序，剔除掉那些即使不给予补偿也会改变
土地利用方式或实施项目的对象，提高补偿项目的
额外性；最后，对不同受偿对象提供的生态服务、
提供成本进行核算，确定补偿标准。逻辑上生态补
偿标准应介于损失的机会成本和提供的生态服务
价值之间（Engel et al，2008）。 

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阶段：一方面，加强生态
补偿项目的动态监测，根据土地利用状况和资源的

市场价格状况适时调整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采用
非参与方控制实验、社会公众监督机制或第三方监
管机制等方法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生态服务提供情
况、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管理。 

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后：考虑土地利用方式变化
对农民生计方式的改变，积极进行政策扶持和技术
引导，避免复耕或倒退风险的出现，提高项目实施
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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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PES 

research. While spatial targeting identification of PES closely relates to the financial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inefficiency. Based 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PES efficiency, approaches to spatial targeting identification of PES were summarized. The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s of spatial targeting in PE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ingle factor (e.g., total budget, participant cos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election to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e.g., regions with high risk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nvironment elements). The selection approaches of spatial targeting also changed gradually from single mathematical method to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odels, spatial model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PES practice. 

Ou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targeting in PES should not only adequately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als, but also the goal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equity, stable institution, technical capacities and project durabil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nefit goals. Correspondingly, the dynamic,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identification 

approaches were needed. Furthermore, we should conduct the post evaluation of spatial targeting identification and identify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these identification approaches to the efficiency of PES. Finally, we strengthened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ying 

spatial targeting in PES. To improve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compensation fund efficiency, we suggest to identify spatial targeting, 

conduct dynamic monitoring, implement post evalu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S programs 

Key words: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patial targeting; additionality;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