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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政策工具干预供给者的行为，激励其做出符合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决策。为探究政府、市场在政
策干预中的作用，将政策工具主要分为市场化工具以及非市场化工具，分析政策工具的干预方式，并对适用范围进行界定。为
进一步探究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成效，围绕其现行制度下的合法性（ 即符合公共利益且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接受） ，研究
以收益分配及产权义务为纲，引入收益及产权矩阵。依据收益在社会及私人之间的分配及应尽产权义务的范围，政策干预原则
主要分为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结构调整及能力建设 4 类。在此基础上，对已有政策工具在矩阵框架下的分布进行合法性
分析。研究结果既有助于对政策工具的全面深入理解，也将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决策。通过制定合法性的激励机制，解决市
场失灵，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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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products is to intervene in the behavior of suppliers through policy instruments，and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in line with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policy intervention，the policy instruments are divided into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and non-market-based instruments． We
als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defin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the instruments，the benefit flows and property rights matrix is introduced around the legitimacy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gaining wider social acceptance） ．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between public ＆ private and the scope of property rights obligations，the principles of policy intervention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polluter pays，beneficiary pays，structure adjustment，and capacity building． The legitimacy
analysis of existing policy instrument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matrix framework． The efforts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instruments， but also help policy maker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stablishment of a right incentive mechanism to solve market failures，the transformation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to “invaluable assets”will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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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入手，生态产品因为其给人类带来了满足感而具有价值 ，其价值基础是赋予人
［1］

类效用（ 或福祉） 的能力

，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等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 ，与之相关的分类、物质量和价值

量评估等工作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的热点问题，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
［2-4］

也是现阶段的难点问题

。在生态产品供给中，外部性的存在产生“搭便车 ”行为，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失灵。政策对供给生态产品、纠正市场失灵具有间接作用，因而要发挥政策干预的作用，引导供给者的行为，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即对外部性进行付费或补偿。生态文明制度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目的在于 ，发挥
政策工具作用，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5-7］
。 但研究表
目前，政策工具主要有税收、补贴、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包括抵消） 、规制、消除市场摩擦等

明，经费来源不稳定、社会认知不足、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原因导致政策工具在实践中不具备可复制 、可推广的
［6，8］

条件，所以需要围绕其理论基础、正当性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已有政策工具，并将其分为市

场化工具及非市场化工具。在政策工具的基本分析部分，既分析其干预方式，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界定。 考
虑到多种政策工具可能解决同一问题 ，但成效存在差异，所以研究引入收益及产权矩阵，以收益分配及产权义
务为纲，对现有政策工具（ 市场化及非市场化工具 ） 的合法性进行详细阐述并进行分布研究。 研究结果将有
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决策，为生态产品价值试点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为生态文明

提出了新要求。生态产品，狭义上单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而广义范畴等同于生态系统服务 ，是人类从生态系
［3］

统获得的各种惠益

，包括生态有机产品、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

生态产品影响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水平 ，但很少反映在现有经济激励上。 通常，那些提供生态产品的人不
会因为其为他人提供惠益而得到收益 （ 如水源地上游植树造林 ） ，而那些减少生态产品供给的人也不会承担
他们强加给其他人的所有费用（ 如排放污染物 ）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即按照理性人假设，个人为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生态产品供给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
［6］

外部性存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成本较高 、产权界定不清、信息不对称、市场规模小等

。 这些因

素的一个或多个都可能同时导致生态产品供给不足 。 如，信息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对生态有机产品的消费意
［9］

愿，受益主体、产权界定不清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多依赖政府及公益组织资金支持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要在政策干预下，真正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 （ 成本或收益 ） ，推动生态产品的持续、
［10］

有效供给。因生态产品价值（ 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及存在价值 ） 的多样

，其价值实现的

途径也不同。
2

政策工具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应用
理论上，政策干预可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建立市场交易机制或非市场的管理方式，

调整私人成本（ 收益） 同社会成本（ 收益） 之间的关系，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实现外部性内部化。
2．1

政策工具的作用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在生态产品的供给中失灵 ，导致供给不足，自然资产质量下降。 这也说明了市场

机制并非万能，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公共物品属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公地悲
剧”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的研究 。经济学家庇古提出通过征收税收或补贴以弥补市
［11］

场失灵的缺陷。科斯提出通过界定清晰产权消除外部性
［8，12］

过程中的收益或成本进行干预

。 目前，多种政策工具可被用于对生态产品供给

，通过影响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行为 ，做出符合私人和社会利益的决定［9］。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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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分类

2．2

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强制性、可预见性、自由度、直接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主要差异更多在于是否采用市
［5，7］

。市场机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非市场化机制以规制为例也是必须的。 为探

场的手段

究政府、市场在政策干预中的作用，研究将现有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化工具 、非市场化工具 2 类。
表1
Table 1

政策工具干预方式及适用范围

Policy instruments intervention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分类
Classfication

政策工具
Policy instruments

政策干预方式
Intervention

政策适用
Policy scope

非市场化工具
Non-MarketBased Instruments

规制

制定文件、方案、规划并要求落实

适用于管理成本较高、系统性、紧迫性问题，如“三
线一单”、保护地划定

共同治理

设计由生态产品供给者组织和管理的
持久合作机构

资源用户规模在 50—15000，且基本依赖于此资产
维持经济福祉，如高山草甸和森林、灌溉系统等，不
包括不可再生资源、丰富的资源以及具有强外部性
的资源

政府供给

代表土地所有者身份采取行动

受益者不易识别，且交易成本较高的纯公共物品，
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

宣传教育

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或激励方式，使目标
对象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主要针对人的行为习惯、认知水平，比如节水节电、
保护野生动植物等

税收

参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成本对价格
进行调整

可监测、可 量 化 的 点 源 排 放，如 碳 排 放、水 资 源 取
用、污染物排放等

补贴

参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成本或效益
对价格进行调整

适用可监测、可量化的土地用途变化，比如退耕还
林、土地休耕、生态公益林管护等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制定实现或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
目标，创造稀缺性，完善交易机制

可监测、可量化的活动，碳排放、雨水 截留等 点源，
农业氮、磷等非点源

消除市场摩擦

认同供给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活动，提
高市场机制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信息供给，比如标准、认证、生
态标签、道德投资计划、能力建设

市场化工具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市场化工具

2．2．1

［13］

市场是纠正因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

。信息不对称、产权界定不清、低于经济和环境成本

的生态产品价格导致对自然资产的过度利用 ，虽然自然资产退化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但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手
［14］

段来解决

。市场机制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提供了成本最低的途径 ，允许个人在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灵活性 ，
［9］

并为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措施

。实践中，税收、补贴、权利或许可证交易、消除市场摩擦等都被认为市场化

工具，即以功利的视角看待自然，对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方法定价 ，从而为潜在交易设定价
［7，14］

格或计算成本效益。市场化工具的核心是将生态产品货币化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

（ 1） 税收
税收，也被成为环境税，作为典型的财政政策工具被广泛适用 ，其遵循庇古税 （ Pigouvian Tax） 的原则。 根
据该原则，人类活动负外部性的存在要求政府部门通过价格信号调整激励机制 。环境税的可以间接通过单位
投入（ 化肥、农药投入强度） 或单位面积（ 开发土地的面积 ） 征收，抑或是直接征收“碳税”，以降低人类生产行
［7］

为对气候变化、自然资产损害的影响

。 为控制污染排放，减轻对自然资产的损害，各国政府立法征收以环

境税、资源税为主的税种，一方面通过将税收成本纳入企业成本以自行决定污染水平 ，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为污
染场地治理、污染物监测、生态承载力提升等筹集资金。此外，可以通过税收抵扣、减税、免税、冻结或缓缴等
鼓励具有正外部性行为。目前，税收工具适用于可监测、可量化的点源排放，如碳排放、水资源取用、污染物排
［9］

放等

。

（ 2） 补贴
补贴可以理解为反向的庇古税，鼓励正外部性行为，弥补采取正向行为人的物质投入 、资金投入或机会成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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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同我国 政 府 提 出 的“生 态 保 护 补 偿 ”一 致，目 前 最 典 型 的 就 是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付 费 （ Payment for

本

Ecosystem Services，PES） 。与缓解银行基于干扰者付费（ Disturber Pays）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基于受益者
付费（ Beneficiary Pays） 或者管理者盈利原则。根据经济学家 Wunder（ 2005） 年提出的代表性观点，生态系统服
［15］

务付费是一个自愿、附条件的交易，至少有一个卖方，一个买方，并且具有明确定义的生态系统服务

。2015

年这一概念修正为： 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与供给者之间，以双方商定的自然资产管理规则为条件，以产生非
［16］

现场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的自愿交易 ，从而与其他正向环境激励工具区分开来

。 目前，南非“Working for

water”、纽约 Catskill 供水项目、厄瓜多尔基多水基金、世界银行在尼加拉瓜 Matiguás-Ｒío Blanco 森林畜牧项
［17］

目

、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项目［18］、美国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Conservation Ｒeserve Program） 、关坝沟流域自

然保护小区等都是通过补贴增加生态产品供给者的收益 ，只是在补贴标准、补贴方式、补贴主体上存在差异。
原则上，提供给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补贴或报酬应当不低于他们从替代土地利用中获得的额外收益 （ 或者不改
变土地用途） ，且应当不高于生态产品受益者获得的收益 。许多 PES 方案对约定的生产行为采用单位面积固
定付费，或者根据所供给的生态产品价值 、生态产品供给的成本或两者的融合 ，可以在空间或代理机构之间区
［19］

分付费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模式适用于可监测 、可量化的土地用途变化，比如退耕还林、土地休耕、生态公

益林管护等。不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多数情况下由政府主导 ，甚至可能不包含交易的成分。 特别是当产
权不明晰以及交易成本很高时，政府作为受益者代表通过财政资金付费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
（ 3）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在特定领域，基于新的制度要求，生态产品利益相关方可以在新建立的市场里就权利 、许可证等进行交
［7］

。其中，提供生态产品供给、且生产成本或经济利润表现较好的生产者或土地所有者可以从其他参与者

易

手中购买权利或许可证。这被验证是合理的，能够以更低的社会成本保护自然资产。 该政策工具有多种形
式： 限额交易（ 温室气体排放权） ； 渔业配额转让（ 允许渔民购买配额获得捕捞的许可 ） ； 水权交易（ 取水权或用
水许可） ； 缓解银行（ 要求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开发商购买其他参与者的土地信用 ） ； 巴西的可转让发展权
（ 土地开发的发展权利可以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进行交易 ） ［7］。抵消 （ Offsets） ，是限额交易的衍生机制，如碳
汇交易，可以增加限额交易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 。 目前，权利或许可证交易政策适用于可监测、可量化的活
［20-21］

动，比如碳排放、雨水截流等点源排放，以及农业氮、磷的非点源排放

。

（ 4） 消除市场摩擦
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中，生态产品的供给者通常比受益者更了解供给成本 、所用技术等信息，从而获得信
息租金。而生态有机产品、生态旅游除了提供物质产品和第三方服务 ，还提供了调节服务，这同单一的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不同，需要向消费者传递这一信息，以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 例如雨林联盟认证 （ Ｒainforest
Alliance Certification） 咖啡、森林认证、中国农产品“三品一标”等。 由独立第三方对产品、服务进行认证，消除
［7］

市场摩擦，生态认证后标记于产品投入市场 ，获得价格溢价和更稳定的供应链关系

。消除市场摩擦可以将
［14］

环境和经济目标相联系，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价值实现方式的灵活性

。 目前，可以

通过标准、生态认证、生态标签、道德投资计划、能力建设等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信息供给 ，促进更多生态产品
的供给。
非市场化工具

2．2．2

市场化工具并不是应对所有市场失灵的万灵药 ，也不能替代政府规制，因为市场失灵并不总是生态产品
供给不足、自然资产退化的原因，因此市场也不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毕竟建立市场机制需要考虑时间 、发展
阶段等因素，所以中短期内，仍然需要政府加强监管、提供财政支出，以激励有利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土地利用
［9］

方式

。非市场化工具主要包括规制、政府供给、共同治理以及宣传教育等。

（ 1） 规制
［9］
规制（ Ｒegulation） 或命令控制型工具被认为是机械 、直接和低效率的 ，但规制的存在却仍然是必要的。

规制通常以法律、政府文件、方案、规划的形式实施。 规制的强制性特征，通常意味着较低的政治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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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是指工具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行为 ，而不是仅仅鼓励或压制行为。由于许多生态产品是由私人拥有的自然
资产提供的，强制性政策在政治上可能难以执行 ，只有在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并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
［5］

下才有必要

。规制主要适用于管理成本高、系统性、紧迫性问题，比如我国推行的“三线一单 ”（ 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 制度。规制工具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 、或易
遭受破坏的土地的用途或开发进行管理 ，具有高度的强制性，通常需要广泛的管理和监督，成本高，执行有力，
但对于区域发展是不公平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落实将保障国家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功能保持稳
定。但相应的与之相关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也要加强 ，以平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之间的
关系。
（ 2） 政府供给
政府作为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在受益者识别不清、管理成本较高时，可以作为买方垄断，实现对公共物品
的供给，在某些情况下是高效、公平的，目前更多适用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
［5］

等

。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土地休耕、自然保护地划定等都是政府作为垄断买方供给生态产品的典

［1，22］

型

。我国已建立逾 1．18 万个自然保护地（ 不包含近 5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 ） ，覆盖我国 90% 的自然生态系

85% 的国 家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和 86% 的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种 类，总 面 积 覆 盖 了 我 国 陆 地 面 积 的 近
统类型、
18%［23］。为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降低道德风险，需要对政府供给的方案或规划进行科学论证，同时加强考
［24］

核和监督

。

（ 3） 共同治理
依据竞用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公共物品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公共池塘资产、俱乐部产品、市场物品、低效
［5］

市场物品 5 类

。哈丁“公地悲剧”的提出是基于公共池塘资产 （ 公共草地 ） 的破坏，从而引发对共同治理机

制的研究。公共池塘资产产权归集体所有，具有竞用性，但具有非排他性，任一资产使用者施加的影响都会影
响其他利益相关方，且不用全部承担可能造成的所有成本。“搭便车 ”行为的存在导致资产必然遭受损失。
通常采取政府管制或私有化。除此之外，Ostrom 从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上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
［25］

的新路径： 设计有生态产品供给者组织和管理的持久合作组织

。 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 （ Community-

Based Natural Ｒesource Management，CBNＲM） 在此基础上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26-27］。
（ 4） 宣传教育
意识对行动的影响缓慢，却是有效的。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分类中存在价值或选择价值的定义，便
是体现人类对自身无知的清醒认识 。有关生态产品或自然资产价值的研究警示人们对自然应该采取审慎的
态度。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安全的认知是缺乏的。 宣传教育可
以直接针对潜在的生态产品供给者 ，且非常有效，所以得到较广泛的应用。比如，倡导养成节约资源的消费习
惯； 向农民普及土地的最佳管理措施 （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以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增强碳汇，减少水土流
［5］

失等。但是，在机会成本很高，实施成本也很高的情况下，宣传教育仍不足以引起其行为上的变化
2．3

。

工具的选择
不管政策工具类型如何，都是通过影响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行为 ，以此为基础做出符合个人和公共利益的

决策。基于市场的工具并不要求生态产品供给者无私地提供公共产品 ，而是遵循理性人的假设，做一个自私
的生产者。假设所提供的政策工具设计的好 ，每个生态产品供给者在空间和时间上灵活多样运行经济合理性
实现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内部化，或生产额外的公共产品以实现政策目标 。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给生态产品
供给者灵活的空间，可以避免产权受到侵害的冲突，毕竟冲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管理的不确定性和争议 ，特别
［9］

是通过规制手段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保证了参与并降低了交易成本 。 然而，并不是说基于市场的政策

工具便是解决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 ，尤其当冲突的重点是自然资产政策的目标 ，而不是手段，或者冲突的重点
是私人生态产品供给者应该为实现这些目标承担多少责任 。此外，有些对人类至关重要、需要快速做出决策
的情形，非市场化的工具是必要的，有时也是市场工具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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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分析
多种工具可能解决同一问题，但成效存在差异，这既可能源于工具的理论基础差异 ，也可能是政策工具的

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因为产权关系，设计政策工具促进生态产品生产者增加供给是有效和可行的 ，但限制
生态产品受益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则是不可行的 。如何针对具体情形更有效地保障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 ，需
要在现行制度下，对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进行深入研究 。
收益及产权矩阵

3．1

收益及产权矩阵是将生态产品的收益及产权归属
置于一个坐标系，横轴反映的是从保护或加强生态系统
过程和产品的行动中获得的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的相
对分布； 纵轴反映了供给者在生态产品生产中所需承担
［9，28-29］

的管护义务，或超出其义务范围的需要

（ 图 1） 。

主要目的： 第一，表征生态产品的性质，以及随后从生态
系统管理中产生的收益在社会和私人之间的分配 。 第
二，在自然资产的使用权和提供生态产品的范围内 ，对
环境和其他资源的管护义务可在此职责范围内或超出
范围有更高的要求。例如，管理部门对水源地周边土地
管理的要求高于非水源地区域。第三，依据上述关于生
态产品收益分配及产权义务的假设 ，可以科学选择相应
［9］

的政策工具

。

图1
Fig．1

收益及产权矩阵： 框架及政策干预的原则［9］

The benefit flows and property rights matrix：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of policy intervention

所谓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取决于公共利益与更广泛
的社会接受，即现行制度下私人在供给生态产品的行动中是否得到补偿 。如果不能与政策工具相匹配，那么
生态产品供给者和公众对利益分配和权利 、义务分配的信念很可能会破坏方案的合法性 ，导致政策失灵。
干预生态系统过程的权利是自然资产产权所固有的 。产权可以界定为与访问特定资产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的集合。产权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与生态系统过程相关的权利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生态产品供给者可能将
危害或惠宜转移给他人（ 即外部性 ） 。 政策干预的权利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但危害或惠宜的转
移并非不可避免。政策工具可以明确地对自然资产中的财产权与特定的生态系统过程中的权利进行干预 。
政策干预的原则

3．2

图 1 给出了环境政策工具的干预原则 。在图 1 建立的收益及产权矩阵中，两轴的交叉形成的象限为政策
工具建立了合理的空间。连续的轴线，保证与生态产品相关的收益和产权义务可以共享 。矩阵为识别和阐述
政策的重要特征提供了具有启发式的框架 。
象限 I： 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被视为公共物品。 而且，与之相关的规定被视为对生态产品供给者或资产
使用者的合理期望。此种情形下，主要的政策选择是规制。政府可以对资产使用进行法律限制，或者强制执
行具体的管理行动。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点源污染物实施实时监控并征收环 境 税，表 现 为“污 染 者 付 费 ”
（ Polluter Pays） ［5］。
象限 II： 产品仍然主要是公共物品性质的 ，但服务的提供被认为是超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合理预期
或义务范围的。此种情形下，政策选择上主要是通过补偿供给者在供给生态产品时产生的机会成本 （ 例如生
产损失） 或补贴此类行动的直接成本（ 例如物质、劳动投入等） 。这里适用“受益者付费 ”（ Beneficiary Pays） 的
［5，16］

原则

。从道德或法律视角来看，供给所需生态产品可能被视为侵害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财产权利 ，或者超

出可能被认为公平的财产权利，同时，在机制上缺乏要求私人供给者采取行动提高社会福祉水平的合法性 。
象限 III： 受益群体是私人，但对产品的供给要求超出了供给者的合理期望 。 对提供产品的行为进行补贴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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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错的选择，但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结构调整措施要求对不具备提供私人收益能力 （ 环境成本较高导致
收益低） 的产品供给者实行关停并转，或提供足够的短期援助来提高这种能力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我
国各级政府落实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而且，随着环境标准的提升、管理更加严格，象限 III 会向象
限 I 过渡。
象限 IV： 收益被认为主要是私人的，并且在生态产品供给的合理期望内。 当然，规制仍然可能被用于要
求产品供给者提供这些惠益。但是，由于产品供给者的自身利益是将这些环境成本内部化 ，且确保自身收益
得到保障并采取行动而不被视为侵犯私人权利的策略 ，教育和能力建设通常是首选的。能力建设的措施可能
不限于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业务和资产规划和管理培训 、支持组建生产者自治机构或协会等 ，通过减少
［5，9］

市场摩擦或综合考虑经济和生态目标 ，保障生态产品供给
3．3

。

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在象限 I 中 （ 图 2）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环境税等

工具反映了“污染者付费 ”原则。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环境税都试图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 环
境税的政策初衷是生态产品供给者支付污染排放或生
态系统破坏的成本。 但因为生态产品供给者或消费者
只承担部分成本，并不能实现净损失为零。权利或许可
证交易通过设置排放或开发上限、建立配额和信用抵消
的新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的建立以社会最佳方式
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规制或命令控制型工具是以政治手段 ，将污染治理
或生态产品供给的任务逐级下达给地方政府并对完成
图2

情况进行考核，相对于其他工具具有较高强制性、缺少
灵活性的特点。例如，一项要求保护森林的命令将适用
于所有森林，而不管其所提供的收益或管护成本如何。

Fig． 2

收益及产权矩阵： 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The Benefit flows and property rights matrix： the

legitimacy of policy instruments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治理 （ 方案设计、监测、执法等 ） 薄
［19］

弱、交易成本高等都会影响规制工具的政策效果

。

象限 II 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通过向生态产品供给者提供补贴以激励生产者参与其中 ，是将生态环
境效益纳入社会收益，并将产权责任市场化。参与生态系统服务计划是以产生非现场服务为目的的对自然资
［16］

产管理的约定

。诸如拍卖之类的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用于识别能够以更低成本供给生态产品的生产者 ，

但也可以提供固定的激励支付方案 ，然后供给者可以在资产使用方式上进行评估并做选择 。 此种情况下，会
［30-31］
。
产生新的产权安排（ 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或排放权） ，供给者可以决定是否交易

“受益者付费”原则下，政府供给仍然是主流。作为土地所有者及区域管理代理人，政府需要代表人民实
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众对自然资产保护的要求、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会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
提高，为了集体利益，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划定保护地、治理污染、保护水源地等提升生态系统承
载力，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虽然同引入市场机制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相比成本较高 、效率较低，但也
有推进快、直接的优点。
象限 III 中，规制工具中的环境整治行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立了产业退出机制 。建立产业相机抉择机
制，淘汰落后产业、治理环境污染，是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必要条件 。由于政府承担着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改
善民生福祉的责任，所以在现行制度体系下，被授予了开展相关行动的权利，但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处理好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
象限 IV 中，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森林管理等标签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表示，生产者采取了可验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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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通过支付奖励生产者成本内部化的价格溢价来分担社会或环境成

本的责任，消除外部性影响。企业标准也被放置在象限 IV 中。以此标准要求生产者向其他供应链参与者证
明他们的生产行为满足一系列质量 、安全、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要求，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 。
能力建设措施也可能需要先于或伴随其他政策选择 。宣传教育和其他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工具是政
府的首选。宣传教育对于收益及产权矩阵所有象限中的可行的政策工具都很重要 。 由于它们很少涉及制度
或产权，因此不会引起争议。CBNＲM 工具通常寻求鼓励适当规模的生态产品供给者之间的合作 ，通过利用
本土知识，鼓励社会学习，协调资产使用和保护活动，更有效地利用集体和国家自然资产。CBNＲM 工具将可
持续发展视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属于生态产品供给者继承的责任 。生态产品供给者之间的合作被视为一种
机会，可以提高他们履行这一责任的能力 ，并改善福祉。
4

讨论
政策工具的分类及对具体政策工具理论依据 、适用范围、合法性的探究表明政策工具在应用方面的差异

性和局限性，尤其面对多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现行制度下，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综合使用。为维护自然
资产产权人权益，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之间的关系 ，保证政策实施的合法性。此外，在研究政策
工具的同时，扩展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建立“政策工具-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过程-生态产品 ”关
联，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4．1

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
虽然市场机制可以用于追求明确的政策目标 ，但它不能用来决定目标的设置，例如，清洁空气和水的合格
［9，32］

标准，以及应该保护哪些生物多样性物种

。 所以市场和非市场工具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互补，所以需要

采用复合型政策工具。绝大多数政策工具作为公共政策是多维度的 ，更多的是综合而不是在不同政策工具间
［14］

进行选择。例如，为降低交易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需要规制 、宣传等工具的保障
4．2

。

加强制度能力建设
社会治理需要健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 政策工具对生态产品供给行为的干预，除了要有科学理论依

据，还要进行现有制度下的合法性分析 。政策是处于变化中的，在现有制度体系下，要从问题导向入手，解决
信息不对称、产权界定不清、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产权人权益 ，处理好社会收益与私人
收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4．3

扩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不能局限于政策工具对于成本 、收益的调整，要引入“压力-状态-响应 ”模型，建立

“政策工具-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过程-生态产品”关联，真正实现将自然资产、生态产品价值融入社会及个
人决策，实现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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