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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保护方式虽然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但存在效率低尧资

源浪费等问题袁且无法突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根本矛盾遥生态服务型经济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新型发展模式遥在界定生态服务型经济概念的基础上袁归纳了以社区为核心和以社会企业
为核心的两种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袁揭示了每种模式中参与主体的特征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互动机制袁进而利用典型案例分析两种模式的实践逻辑及其效果遥根据社区不同的资源禀赋袁采用与
之相适应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能够激活社区内部动力袁有助于稳定尧可持续地提高社区的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遥推广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袁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袁加强社区示范推广袁培育社区
居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能力袁构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激励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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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民福祉尧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遥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野生
咱1暂

直接救济式的补贴袁没有建立起与生态保护挂钩
的激励机制和正反馈机制遥 这种来自社区淤外部

态文明建设冶纳入野五位一体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经济激励存在挤出内部机制的负面效应袁不利

总体布局之后袁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生态文明建

于生态保护的长期可持续遥为更好地推进生态文

设提升到思想层面袁与经济思想尧外交思想尧强军

明建设袁还需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院一是突破当前

思想等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曰二是解

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采

决生态保护缺少本土社区和企业等社会主体参

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总体

与的问题遥

上属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被动的生态保护

生态服务型经济作为一种平衡生态保护与

方式袁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力 遥据财政部最新

经济发展矛盾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袁自 2011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高达 662.17 亿元咱3暂遥此

模式强调社会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袁政府在其中

咱2暂

资料显示袁2020 年中央对地方提前下达的重点

外袁一些资金被用于传统的开发领域袁或者成为

年以来开始在我国青海尧四川等地试点推广咱4暂遥该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袁提

基金 项 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机制分析及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冶
渊71673290冤曰中国工程院项目野农区草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模式研究冶渊2019K20953冤遥
作者简介院仇焕广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曰张祎彤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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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红研究员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余乐为论文理论框架和案例分析提供的支持与帮助遥
淤社区是一种地域概念袁是指有共同地缘尧文化背景尧风俗习惯及共同利益袁并通过一系列互动关系联系起来的

社会共同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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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咱5暂遥目前袁在我国内蒙古草原沙

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较好地兼顾生态环境

化地区尧四川丹巴县尧大熊猫国家公园尧青海玉树

和经济发展袁生态保护与经济保护往往处于此消

藏族自治州尧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尧宁夏西海固

彼长的矛盾状态遥部分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过度开

深度贫困地区等地已经开始积极探索生态服务

发当地生态资源袁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遥 同

型经济发展方式袁并在当地居民增收与环境改善

时袁也存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袁拥有丰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遥

富的生物物种和旅游资源袁但因为保护压力而经

但是袁与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实践推广相比袁

济发展水平落后袁发展能力明显不足遥 生态服务

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遥

型经济立足于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

近年来袁学者们虽然关注到生态与经济的矛盾问

目标的统一袁对于过度开发区域袁在保障经济发

题袁但大多数是从生态补偿尧协议保护机制的经

展的同时恢复生态环境袁巩固和发展生态文明建

验与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分析袁少数学者开始关

设所需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曰对于生态资源丰富

注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效果遥国内最早

而经济水平落后的区域袁则充分利用生态资源袁提

的生态服务型经济理论是针对破解山区经济与

升生态经济发展能力遥

生态的矛盾及城乡一体化难题而提出的袁即由生

第二袁多主体参与是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基础遥

产者提供生态产品袁在市场上交易以满足消费者

与政府主导的以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保护方式

的生态需求袁再将通过交易生态产品获得的收益

相区别袁生态服务型经济注重多主体发挥自身力

部分用于当地环境保护 遥 其后袁冯晓龙等针对
咱6暂

深度贫困地区的以协议保护为基础的生态服务

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作了进一步的提炼总结 遥
咱4暂

量袁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遥首先袁政府为
社区项目生态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与激励曰其次袁社
区成为生态保护的主要受益者袁社区居民积极承

然而袁从现有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实践来看袁协议

担生态保护责任袁使社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保护并不是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袁学

成果惠及农户袁形成良性循环曰再次袁社会组织为

术界对于普适性的生态服务型经济还缺乏系统

社区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与帮助袁

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遥 基于此袁本文总结了当

并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估曰最

前生态服务型经济实践的理论尧模式以及不同模

后袁企业的资金与项目支持为生态经济发展服务袁

式的适用条件袁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实践经验袁从而

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增长点遥

为解决更广大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
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遥
一尧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基本内涵

第三袁生态资源价值市场化是生态服务型经
济发展的手段遥 从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的转化袁

需要通过价值化和市场化来实现咱7暂遥 社区依赖良

好的生态环境袁通过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

生态服务型经济是与政府提供转移支付这

品和生态服务发展社区经济袁让社区居民从保护

种野输血式冶生态保护方式以及以经济利益最大

生态中受益袁提高社区经济发展水平遥 激励居民

化为目的的传统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种野造血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中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

式冶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遥具体而言袁是以生态

务袁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遥

保护和经济发展为目标袁以生态友好型产品或生
态服务为支撑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遥
第一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是生
态服务型经济的根本目标遥现有的以工业文明为

二尧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与适用
条件
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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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袁相关利益主体众多尧影响复杂尧涉及面广袁
在现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袁按照生态服务型经

持尧监督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桥梁作用遥社

济不同模式核心主体划分袁可分为以社区为核心

会组织借助自身能够利用有限资源撬动更多社

的发展模式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遥

会资源的优势袁一方面为社区居民的生态服务提

渊一冤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
模式

供专业技术指导尧培训和资金支持袁提高社区内
居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袁以更专业的方式

1援参与主体及其特征

提供生态服务曰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拓展市场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强调社区

渠道袁引入外部资金和其他资源袁推动经济和生

参与袁其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内居民尧中央及

态环境共同发展遥因此袁社会组织是生态服务型

地方政府尧社会组织等遥

经济中协助社区和政府解决困难尧实现经济发展

渊1冤社区内居民遥 社区内居民是社区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中最关键的群体袁是社区经济持续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遥社区内居民既享受生产生态

的优秀伙伴遥

2援运行机制

社区既是发展社区经济的主体袁又是生态环

产品带来的经济利益袁同时又要承担保护社区生

境保护的参与主体遥 具体而言袁其运行机制主要

态环境的责任遥社区及其居民作为社区资源所有

围绕社区与政府尧社区与社会组织尧社区与社区

权的主体袁理应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利益相关者
中最关键的群体袁参与社区发展与利润分配 袁其
咱8暂

外市场之间的互动展开渊见图 1袁下页冤遥

渊1冤社区与政府遥政府对社区的作用主要体现

他利益相关者则需要紧紧围绕社区及内部居民

在三个方面院第一袁中央及省级政府为生态服务型

而作出决策遥 社区居民利用社区内的生态资源优

经济建立制度保障袁界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尧责

势袁包括旅游资源以及生态附加值等袁销售给社

任和利益袁保证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

区外居民袁或者吸引社区外居民前来消费袁以实

模式能够有序运行遥第二袁对于经济发展有困难的

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遥社区内居民是实现社区

地区袁中央及省级政府可先为其提供一部分引导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主力军袁是发展生态服务

资金作为项目启动经费袁鼓励社区发展生态友好

型经济的中坚力量遥

型产业遥第三袁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对社区内发展的

渊2冤中央及地方政府遥 中央及地方政府主要

生态经济项目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袁利用自身资

承担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遥一方

源帮助推广社区内生产的生态产品袁提高其知名

面袁对于极度贫困地区袁中央及地方政府可提供

度并扩大销路遥社区在政府的支持下袁能够依靠社

部分资金作为社区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启动

区内部的自然资源与人才禀赋袁利用政府的引导

资金袁资金来源于社区外居民的税收袁可以看作

资金袁提高自身的生态经济服务技能袁开发有利

对社区内生态资源正外部性的一种支付机制渊如

于社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项目遥建立社区居

生态补偿冤遥 另一方面袁中央政府应为生态服务型

民参与的合作组织袁由社区内居民承担项目工作袁

经济建立制度保障袁保证该模式的有序运行遥 地

如生产生态产品或提供生态旅游服务等袁达到提

方政府可以为社区内发展的经济项目提供一定

高社区居民收入尧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遥

的优惠支持袁扶持生态服务产业袁同时向社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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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社会组织遥 社会组织主要发挥着技术支

渊2冤社区与社会组织遥 社会组织对社区的作

居民推广社区内的生态服务袁催生生态服务经济

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第一袁社会组织为社区

市场遥 因此袁中央及地方政府是生态服务型经济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遥例如袁为社区生态产

的引领者与保障者遥

品的生产提供技能培训袁引入资金和人才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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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运行能力袁搭建社区与外部市场的连接桥

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遥由社区外的政府和居民购

梁袁拓展生态产品的市场渠道袁吸引社区外的居

买生态产品或者享受生态服务袁为社区内的生态

民认可和消费生态产品袁从而带动社区内部的经

经济项目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反馈袁这部分收入

济发展遥 第二袁社会组织独立或与政府等利益相

将作为社区内发展生态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袁使

关方联合袁对社区及其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社区获得发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更大动力袁从而

进行有效监督袁监督和督促居民正确参与生态环

促进生态经济市场的繁荣遥
3援适用条件

境保护活动袁建立激励机制袁对在生态服务型经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适用于拥

济发展中表现优异的居民进行奖励袁以示范和引
导更多社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遥社区要接受

有自然资源尧人才资源潜力的社区遥社区内拥有的

专业社会组织的监督袁针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有关

自然资源是社区居民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基础袁

生态保护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袁避免对生态环境造

社区内拥有的人才资源则是社区居民实现生态

成破坏遥

价值转化的重要条件遥具体而言袁以社区为核心的

渊3冤社区与社区外部市场遥 社区内居民作为

生态服务型经济以社区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袁社

生产者袁对社区外消费者尧中间商和政府等市场

区内人才资源通过整合社区内自然资源袁将生态

需求主体主要起到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的

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生态价值袁其在保护

作用遥 社区居民利用社区内的资源袁经过加工形

自然资源环境的同时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社区内

成社区外政府和居民需要的产品袁流入消费市场遥

经济遥在发展社区经济后袁更有动力投入到社区自

社区外政府和居民是生态产品的消费者遥 一般

然资源环境保护中袁以实现更大的保护价值遥
渊二冤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

而言袁在空间上袁社区外的政府和居民在其活动
范围之内经济较为发达袁但优质的生态产品较为

展模式

稀缺袁对生态产品和服务需求较高遥 因此袁通过消
费市场向社区购买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袁可满足

生产生态产品
社
区
内

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尧
人才禀赋发展
保护生态

优惠待遇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

中央及省级政府

引导资金
制
度
保
障

1援参与主体及其特征

平
衡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税收

享受服务
技术支持

社会组织

监督评估

寻找
销路

省级以下地方政府

购买产品

社
区
外

推广协调

图 1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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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主要依托社会企业在管理尧资金尧信息尧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袁用创新性的思维和市场化的手

渊3冤中央及地方政府遥 政府具有实现社区经

段袁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遥该模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遥一方面袁政府需要

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社会企业尧社区内居民尧中央

推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遥这就需要政府严格监

及地方政府尧社会组织等遥

督社区外部的社会企业袁审查其是否能够正确有

渊1冤社会企业遥 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决定了

效地帮助社区发展经济遥另一方面袁政府也有职责

其与普通企业不同袁它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袁

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生态环境袁为社会企业提供政

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尧使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

策保障和资金等袁帮助其降低风险袁使其成长壮

目标 遥社会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袁既有保
淤

护生态环境的公共使命袁又有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大袁从而与社区共同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物品遥

渊4冤社会组织遥 社会组织对整个经济机制的

的职责遥其具有的资金尧管理尧技术和信息等方面

运行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遥 社会组织在协助

的优势是其处于该模式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袁具

政府制定政策尧把握保护目标尧社区组织构建及

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院一是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

能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社会组织是生态服

社区袁社区内居民无法通过自身资源和能力发展

务型经济的守护者和润滑剂遥

经济遥 社会企业的进入可以弥补社区内资金尧管
理尧技术尧信息等方面的不足遥在社区前期经济发
展中袁社会企业发挥核心作用袁支持社区居民开
展环境保护袁在社区内部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2援运行机制

社会企业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

同袁它兼具企业运营特性与非营利组织属性咱10暂遥 实
践证明袁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实现环境与

护的正反馈机制遥二是社会企业在弥补公共部门

经济的协同发展袁需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院一是

提供服务能力不足和私人部门造成社会公益

通过持续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曰二

野市场失灵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遥 生
咱9暂

是借助外部动力带动当地社区发展遥 而以社会

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袁其特点决定了无法完

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两方

全依靠政府提供服务遥 因此袁引入社会企业能够

面的内容遥其运行机制主要围绕社会企业与社区

借助市场的力量激活社区内生动力袁有效带动

内居民尧社会企业与政府尧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

社区内经济发展并实现环境保护遥

的关系展开渊见图 2袁下页冤遥

业合作推动社区经济发展袁同时又有保护社区生

区内居民的作用主要有二院一是带领社区内居民

态环境的职责遥 一方面袁社区内居民借助社会企

发展社区经济遥社会企业具有企业运营属性袁作为

业发展社区经济遥 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袁

与市场经济接触较多的主体袁它了解顾客的特点

社区内居民往往无法依靠自身资源尧能力独立开

与需求袁能够为社区内居民提供有效信息和发展

展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活动袁因此袁他们

路径袁甚至是资金尧人力和技术支持遥二是培育强

需要外部的野推力冶遥 另一方面袁社区内居民有保

化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和保护动力遥通过社会

护生态环境的职责遥他们是社区生态环境的守护
者袁但他们只有在得到理解尧支持尧尊重后才能在

淤根据叶管理学大辞典曳渊2013冤袁社会企业是旨在解决社

家乡安居乐业袁并传承自然和文化遗产袁而非被

业遥 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袁企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

迫离开家乡去谋求生计遥 因此袁借助外部社会企业

运作并获取资源袁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不再参与分红袁

的力量袁社区内居民能够成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

将盈余再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遥

渊2冤社区内居民遥 社区内居民需要与社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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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社会企业与社区内居民遥 社会企业对社

会问题尧增进公众福利袁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

渊3冤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遥 社会组织对社会

企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社区自然生态文化结合袁
促成更科学合理的社区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遥社

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二院一是向社会企业传授环境

区居民对社会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二院一是为社会

保护模式和经验遥社会组织依托于自身环境保护

企业提供发展社区经济的文化资源遥社区文化根

的技术优势袁为社会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尧培训等

植于每个社区居民心中袁社区居民是社区文化最

支持袁提高社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袁保

好的承载者袁通过社区居民挖掘社区特色有利于

障社会企业的公益目标遥二是发挥对社会企业的

发展社区经济袁促进社会企业的成长遥 二是为社

协调和监督作用遥 社会组织作为主要协调和监督

会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使命提供群众基础遥社区生

方袁组织协调政府尧社区和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袁

态环境保护与社区居民息息相关袁社区居民是最

并定期对社会企业的活动尧社区保护生态环境和

好的环境保护践行者遥

社区发展的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估袁重点考察经济

渊2冤社会企业与政府遥 社会企业对政府的主

要作用是协助政府完成野造血式冶的经济发展与

和保护活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及环境质量等方
面的影响和效果遥

渊4冤社会企业与社区外部消费者遥 社会企业

环境保护目标遥与以政府为主导的野输血式冶环境
保护不同袁社会企业利用市场手段在保护环境的

通过市场将社区内居民提供的生态产品或生态

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袁以环境带发展袁以发展

服务与社区外消费者对接遥通过销售生态产品与

促环境袁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遥政

服务的盈利保障社会企业的运营袁并支持社区经

府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因政府层级而异遥于中央及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遥社区外居民通过社会企业了

省级政府而言袁主要为社会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

解到社区的生态产品与服务袁为满足自身需求购

激励袁使其有空间发展壮大袁在社区扶贫和环境

买社区内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袁实现外部对社

保护中带来最大效益遥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而言袁

区生态保护价值的转移支付遥
3援适用条件

主要是为社会企业提供支持和认可遥 社会企业只
有融入社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袁而社会企业的融
入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遥
支持资金尧信息
与技术
激活
内生
动力

中
央政
及府
省
级

制
度
保
障

生产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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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内生动力不足
保护生态

优惠待遇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
模式适用于拥有自然资源袁但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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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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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遥社区内拥有自然资源说明社区具有将生

目标遥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

态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生态价值的基础

展模式则适用于拥有珍贵的生态资源袁但交通不

条件遥但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则说明社区内缺

便尧社区内部极端贫困的地区袁它们难以依靠自

乏人才或信息资源袁无法依靠内生动力建立起一

身力量发展社区经济袁因而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遥第

种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袁因此需要外部的

二袁各主体间互动机制不同遥在政府与社区的互动

力量作为引导和助推遥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尧环境

上袁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主

污染严重尧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袁社会企业

要由政府提供引导资金袁支持生态服务型经济项

可发挥其在资金尧管理尧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

目顺利开展遥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

势遥因此袁社会企业的参与对于社区内居民能起到

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由社会企业提供项目发展资

重要的引导作用袁指引并带领当地社区发展生态

金袁政府作为监督规范社会企业行为的主体袁主

服务型经济遥

要提供政策帮助遥 在社区内部与社区外部消费

渊三冤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

者的互动上袁由社区内部生产的生态产品直接交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的不同袁形成

给政府或流入消费者手中曰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

了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和

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下袁居民们生产的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袁

生态产品由社会企业连接进入市场袁再由消费者

两种发展模式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遥

选购遥

两种发展模式的共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院第
一袁发展目标相同袁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遥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目标就是借助环
境获得发展袁同时在发展中进一步保护环境袁最
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遥 第二袁
最终发展状态相同袁最终都由社区居民作为社区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体遥以社区为核心的生
态服务型经济模式中袁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始终
是社区内部人员遥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

渊一冤以社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院草原沙化治理
1援基本情况

内蒙古天然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

27%袁是我国最大的草场和天然牧场袁也是我国

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遥随着气候干旱及人为活
动对草原的影响袁草原沙化和退化日趋严重遥 2011

年全球环境研究所渊GEI冤将野草原社区协议保

服务型经济模式中袁虽然最初由社会企业负责运

护冶首次引入内蒙古草原袁鼓励政府和牧民签订

营袁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袁社会企业会帮助社区

草原管护协议袁利用生物物理综合治沙和围栏封

居民提升其参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能力袁当社区具

育相结合的措施袁治理草原沙化区域袁恢复草原

备自主经营的条件时袁社会企业即实现了自身的使

植被遥 项目实施地点在乌力吉图嘎查袁位于浑善

命袁就会退出项目袁将经营项目交还社区袁社区则

达克沙地北部袁属半荒漠草原袁亩产可食性饲草

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经济并保护生态环境遥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院第
一袁所处外部环境不同遥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
务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社区拥有自然资源与人
才资源袁社区内部能够依靠自身能力发展袁社区居
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由当地政府或者当地能
人带头袁共同致力于社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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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公斤袁盛产乌冉克羊遥乌冉克羊体长个大尧

抗寒能力强尧出肉率高尧肉质鲜嫩无膻味袁是有较
高知名度的羊肉佳品遥由于近年来气候干旱和人
为影响袁乌力吉图草原退化面积达 18 万亩袁沙化

面积达 20 万亩遥 草原社区协议保护项目以社区合

作社为载体袁扶持牧民联合发展规模化养殖及饲
草料种植技术袁以期在保护草原的同时袁改善牧

民的经济状况遥

2援运行逻辑

草原社区协议保护项目主要是由社区内单
户经营的牧民们建立合作社袁从政府获得草原保

过框架设计引入专业知识袁对当地牧民进行技术
培训袁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袁助推社区生
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遥

渊3冤当地政府院提供资金支持遥阿巴嘎旗政府

护野授权冶袁种植柠条治理土地沙化袁并将柠条作

为项目的运行提供资金支持袁并对该项目给予政

为牲畜精饲料袁节约养殖成本袁实现社区经济发

策上的支持与帮助遥 为保障项目运行袁阿巴嘎旗政

展与生态治理的目标遥 社区中牧民起主导作用袁后
期的维护和管理也由牧户负责遥 此外袁社区尧社会

府配套投资近 50 万元治理草原沙化袁扩大沙化
治理面积袁以保证基本遏制沙化蔓延遥 由此可见袁

组织也与牧民们合作袁项目还得到了盟级和旗级

当地政府为当地社区提供的资金支持是生态服

政府的支持与帮助遥

务型经济发展的保障遥

渊1冤社区院提供生态产品并治理草原沙化遥乌

力吉图嘎查社区主要负责生产生态产品袁并承担

3.实践效果

渊1冤经济效益遥 该项目种植的柠条营养价值

治理草原沙化的责任遥在嘎查党支部书记特木勒

高袁为牧民节省了饲料成本遥柠条的枝叶与种子均

的带领下袁几户牧户联合成立了野阿巴嘎旗乌力

可经过加工作为牧区饲料袁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多

吉图肉羊育肥养殖专业合作社冶袁以牲畜入股袁联

发期袁柠条更是作为一种主要的饲草饲料袁解决

合进行乌冉克羊的育肥和销售遥示范牧户需要提
供种植柠条所需要雇用的劳力袁还需要自己配套
必要的网围栏设施袁围封和自我管理项目区域遥
柠条成熟后袁需要定期收割袁配置所需饲料遥合作
社购入割草机尧粉碎机尧压块机等袁聘请专家根据
乌冉克羊的体质配置优质饲料袁补充乌冉克羊体
内缺乏的营养物质袁减少成羊的出栏时间袁增加
其肉质的鲜美程度袁扩大其销售市场遥社区内部
通过肉羊育肥养殖专业合作社袁实现了社区提供
生态产品并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遥

了牧区饲料的短缺问题遥 生长 5 年以上的柠条草
场袁其可食的枝叶部分折合成干草为 200 公斤/亩遥

乌力吉图嘎查主要养殖乌冉克羊袁一亩柠条就可
以养殖 1 头羊袁可作为冬季主要牧草来源遥 据统

计袁如果冬季有 500 头羊存栏袁需花费 10 万元购
买牧草遥 如果种植 200 亩柠条袁每年就可喂养 200

头羊遥如果只作为冬春季饲料袁再添加其他一些辅
料袁则可喂养约 500 头袁每年至少为牧民节省 10
万元左右遥

渊2冤生态效益遥该项目经过 4 年的实践袁使社

渊2冤社会组织院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尧技术培

区退化的草原环境有了明显改善遥由于柠条是固

训和监督工作遥社会组织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袁

沙植物袁可以减少大风对土壤的侵蚀袁减缓沙子

为草原沙化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与监督遥

对周围草地的掩埋袁因而使被植被群落得以重

项目运行之初袁社会组织设计项目框架袁并与研

建袁沙化草地健康得以恢复遥 乌力吉图嘎查社区

究性机构尧盟政府和旗政府开展技术合作袁对项

通过种植柠条袁带动全村牧户科学治理沙化草

目的实施给予技术指导袁与专家一起选购柠条苗

原袁走出了一条生态恢复尧生产发展尧生活改善的

木袁负责运送到当地并分配给示范户遥 同时袁邀请
阿旗林业局的技术专家亲赴现场指导柠条栽植
技术袁对牧民进行沙化治理和养殖能力培训遥此
外袁社会组织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袁项目
实施两个月后袁社会组织赴乌力吉图嘎查检查柠
条的成活状况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袁社会组织通

道路遥 截至2015 年底袁项目共治理沙地约 1700
亩袁扭转了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遥

渊二冤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院森林学校
1援基本情况

森林学校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
县中路乡袁该地具有鲜明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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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遥第一袁中路乡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尧自然环境
优美遥森林学校距丹巴县城 12 公里袁是独具特色

的生态环境遥其具体做法包括院利用太阳能尧风能

的交融藏羌文化的原生型文化村落遥第二袁中路乡

等新能源建造学校主体袁使用垃圾处理尧净水装

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且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

置等遥 二是开展研学旅行活动遥 登龙云合依据社

薄遥墨尔多山位于自然保护区试验区袁自然资源被

区自然文化特色开展包括野漫步云端藏寨冶尧野疯

限制利用遥 虽然墨尔多山能够吸引游客袁但由于

狂玉米节冶丰收节日游学尧中英志愿者共建生态

可体验内容缺乏袁游客停留时间短暂袁通过旅游

旱厕等多种原创主题研学活动遥 第三袁为森林学

为社区居民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遥 同时袁由于社

校做宣传推广遥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独家海外旅

区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袁不适当的开发自然资

游推广代表袁登龙云合利用其信息和市场优势袁

源使得环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遥社会经济的落后

多次将丹巴县的旅游资源向世界推广袁并利用州

也导致当地传统文化的消失和年轻人的流失袁使

政府旅游公众号和自身公众号发布森林学校相

社区发展陷入恶性循环遥
为解决中路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袁
作为社会企业的登龙云合在当地建立了森林学

校袁并决定经营该社区 30 年遥森林学校通过建立

关介绍遥截至 2017 年袁登龙云合已经进行 21 次主
题宣讲袁拥有 5000 多人次听众袁发布 68 条网络
帖子袁获得 60 000 人次的阅读量遥

渊2冤社区发展中心院在帮助居民实现就业的

环境教育与社区发展中心的模式袁在向社区内外

同时尝试保护环境遥社区发展中心由社区居民组

部居民推行环境教育的同时袁拉动了当地经济

成袁是社区居民利益的代表袁其主要发挥四个作

发展袁最终达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平衡的目

用院第一袁锻炼社区独立发展能力遥目前森林学校

标袁形成了野环境教育+社区发展中心冶的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模式遥
2援运行逻辑

渊1冤社会企业院建立森林学校并为社区持续

被租下 30 年袁等到社区能独立经营时就改变发
展模式袁登龙云合便将森林学校交还给社区遥 若
要独立经营袁社区能力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袁成
立社区发展中心的目的就是通过该平台锻炼社

注入活力遥社会企业作为核心力量主要发挥三方

区独立发展的能力遥第二袁组织社区居民加入森林

面的作用院第一袁建立森林学校遥登龙云合在中路

学校工作遥森林学校中校舍的改建全部聘用当地

乡进行了为期 7 个月的调研工作袁在全面了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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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成为低碳环保的绿色建筑袁进而改善村落整体

工匠袁来参加森林学校活动的研学旅行者也全部

护区内社区的发展困境后袁决定在当地建立一座

分派到各家民宿袁并通过深入的生态旅行活动设

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森林学校遥森林学校成为藏

计袁让更多村民参与其中提供服务遥 除此之外袁还

区第一个研学旅行基地和藏区乡村建筑改造的

推动成立了丹巴县第一个以生态旅游为主的农

实验平台遥第二袁为社区设计发展项目遥登龙云合

旅合作社袁并继续帮助合作社完善管理机制袁让在

立足社区自然资源尧风俗文化特色袁开展包括改

地旅游从过去农户个体的自发参与袁升级为有组

造建筑尧研学旅行在内的发展项目遥 一是改造建

织尧有管理的集体参与遥 第三袁为社区居民提供培

筑遥考虑到藏区气候具有日照时间长尧辐射强尧昼

训遥 社区发展中心定期为村民组织生态旅游培训尧

夜温差大等特征袁以及社区居民居住分散袁供电

村落自然导赏培训与在地餐饮培训袁并重点培养

供热尧排污处理和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薄弱的

大学毕业后返乡的年轻人遥 第四袁鼓励社区居民保

状况袁在保持藏式民居风貌的前提下袁登龙云合

护环境遥 登龙云合选择性地让承诺保护水源尧做好

着力解决采光尧通风尧保温和采暖等问题曰同时充

垃圾分类工作尧对土地友善的村民优先进入合作

分利用自然资源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袁使传统民

社分享经济收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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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当地政府院为森林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遥

均停留时间从 2 天增加至 5 天袁最长的达到 10

保障遥 2018 年 12 月袁森林学校获得四川省林业和

内外的学生袁累计为村民创收 400 多万元尧创造了

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是森林学校顺利发展的

草原局授牌袁正式成为四川省森林自然教育基地遥
中路乡也被纳入甘孜藏族自治州乡村振兴项目

天遥截至 2019 年 11 月袁森林学校通过招募来自国
1000 多个就业机会遥

渊2冤生态效益遥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袁森林

试点袁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遥同时袁教育部门与森

学校对当地的生态保护也贡献了一份力量遥在与

林学校共同研发校园课程袁让自然艺术尧生态保

访客的接触和交流中袁当地人重拾了文化自信袁

护等内容进入义务教育体系遥

对于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有所提升遥

渊4冤社会组织及志愿者院监督社会企业并支

利用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传统民居改造成为低碳

持社区发展遥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社会

环保的绿色建筑袁例如生态旱厕等袁充分利用自

企业进行监督和协调尧对社区居民给予帮助指导

然资源袁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袁带动其他村民按

上遥 一方面袁社会组织对社会企业促进社区经济

照生态标准袁从事生态旅游服务袁从而改善了村

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起监督作用袁协调森林学校

落整体的生态环境遥

和社区发展中心之间的关系袁并邀请各领域专家
前来指导曰另一方面袁社会组织通过多年发展经

四尧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策略

验袁给予社区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指导袁提高

生态服务型经济能够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

社区自身发展能力袁并监督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发展遥 相较于其他发展模式而言袁以社区为核心

活动遥 志愿者的参与使森林学校获得了持续的

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

活力遥 截至2017 年 10 月袁登龙云合已组织 5 次志

愿者活动袁有 200 多名外界志愿者与 100 多名村

式有以下优势院第一袁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
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遥政府扶持在生态保护

民志愿参与遥他们共同修复了村里的水磨袁修建

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袁但完全依靠政府支持进行

了生态旱厕袁设计了云端图书馆袁并尝试融合传

生态保护建设又会给政府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遥

统与创新的艺术创作遥除此之外袁登龙云合还联合

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提供生态产品与

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不同领域的专家

服务袁引入市场资金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

学者袁共同研发了包括户外教育尧自然艺术尧自然

用遥 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袁发挥市场的作用对于

科学和社区共建等在内的主题课程遥

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遥

3援实践效果

渊1冤经济效益遥 森林学校为社区带来经济效

第二袁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凝聚社区尧
社会企业等多个主体的力量遥 社区是生态退化的

益的同时袁尽量让经济利益流向当地村民遥 在森

直接受害者袁也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受益者袁生态

林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袁注重充分调动社区居民

服务型经济模式注重激发社区参与生态保护的

参与其中袁在校舍进行现代化改建时袁聘请了 45

积极性袁使社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

位当地工匠参与袁让他们收获薪酬的同时袁也有

农户袁形成良性循环遥 同时袁企业的资金与项目支

了与优秀的设计师们交流学习的机会遥 此外袁每

持也为生态经济发展服务袁转变了政府作为生态

次举办研学旅行时袁森林学校都会将参与者全部

保护的单一角色袁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活力的

分派到各家民宿袁并通过深入的生态旅行活动设

新经济增长点遥 第三袁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

计袁让更多村民参与其中提供服务遥 据统计袁森

能够为社区注入内生动力遥在以社区为核心的生

林学校吸引了来自全球四大洲的访客袁将访客平

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袁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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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区内部人员袁先由有能力的社区内部人员指

发展遥

第二袁加强社区示范的推广遥选择 2要3 个生

导社区居民袁使社区中大部分居民掌握发展社区
经济的能力遥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

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范社区进行宣传袁让更多社

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袁虽然社区本身缺乏推动发展

区了解生态服务型经济这一模式为社区带来的

的内部动力袁但是外来的社会企业可以为社区提

变化袁潜移默化地改变社区居民传统的观念遥 同

供资金尧信息与技术支持袁通过培养社区居民发

时袁可以组织部分社区居民与附近的模范社区开

展技能袁为社区注入后续独立发展的内生动力遥

展交流与学习活动袁使社区内的居民自觉学习模

目前以社区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两种生

范社区的先进经验袁推动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遥

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

第三袁培育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发

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袁但还面临一些现实困

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能力遥对社区居民进行多方

难遥第一袁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袁未能为生态服

面尧多渠道的环境教育袁使社区居民认识到参与

务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遥目前袁我国仅

社区可持续发展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袁使其树

有一些国家层面针对环境保护和社区共管原则

立起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可持续发展观袁

性的规定袁缺乏专门针对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规定袁

并建立起野金山银山冶对野绿水青山冶的反哺机制袁

无法为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实践提供很好的制

避免社区公众陷入过于重视社区经济发展而忽

度保障遥第二袁对于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

略生态环境保护的陷阱遥

济模式袁还存在社区集体力量薄弱尧社区公众缺

第四袁构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激励机制遥 一

乏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问题袁以致部分社区能人难

要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袁强化地

以带动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开展生态服务型经济

方政府的扶持力度和监管行为袁为社区发展生态

项目遥 第三袁对于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

服务项目提供经济支持与环境保障曰二要对社区

经济模式袁目前国家对于社会企业的重视和扶持

生态保护效果好的主体给予奖励袁对于利用政府

不够袁生态服务市场尚未形成袁未形成有效的监

扶持资金牟利的主体予以严格惩罚袁从而调动社

督管理机制遥社会企业健康成长的环境尚未完全

区与社会企业的积极性袁使社会资本得到充分利

成熟袁成功带领社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用遥

Reform

目标的社会企业不多遥
为了更广泛地推广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
式袁可采取如下措施院
第一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遥生态服务型经济作
为一项近年来逐步投入实践的经济发展模式袁若

咱1暂谷树忠袁胡咏君袁周洪援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
内涵与基本路径咱J暂援资源科学袁2013渊1冤院213援

要进一步扩大推广范围袁还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作

咱2暂王彬彬袁李晓燕援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院政府

为保障遥一要引导和鼓励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

和市场有效融合咱J暂援政治学研究袁2015渊5冤院

式的推广袁建立市场保障机制袁为社区生态产品
与服务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遥二要在相关制度中
规定社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职责尧利益的划分与
平衡尧冲突如何解决等袁使各方利益相关主体明
晰自身的权责关系袁避免出现多头领导尧管理效
率低下的问题袁保障生态服务型经济稳定尧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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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mod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based on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China, it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waste of resources, etc.,
and it cannot break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this paper sums up two kinds of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with
community as the core and social enterprise as the core,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in each
model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then uses typical case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effect of the two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of the
community, the adop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ic model can activate the
internal power of the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perfect relevant systems, strengthen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mmunity,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ability to develop ecological service -oriented economy, and establish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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