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聚焦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积极践行“两山”理念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及其
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 *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Assessment and Path Design of Value-oriented
Realization in China
摘 要 森林生态系统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物质循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方面作用巨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量化这种作用的必要手段。通过构建森林生态连清技术体系，
在系列国家标准的规范下，进行多源数据的耦合，利用分布式测算方法，得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同时，列举了
多时空尺度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取得的成果，用翔实的数据量化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根据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典型案例，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研究，以期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提
供具体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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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技术体系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

利用森林生态系统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以

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

下简称“森林生态连清体系”，见图1），基于以

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为主体的森林生态系统

土，土的命脉在树。由此可以看出，森林高居山

服务监测评估标准体系，获取森林资源数据和森

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顶端，在2500年前的《贝

林生态连清数据，再辅以社会公共数据进行多数

叶经》中也把森林放在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最高位

据源耦合，按照分布式测算方法，开展森林生态

置，即：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

系统服务评估。

粮，有粮才有人。森林生态系统是维护地球生态

森林生态连清体系

平衡最主要的一个生态系统，在物质循环、能量

森林生态连清体系是以生态地理区划为单

流动和信息传递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

位，以国家现有森林生态站为依托，采用长期定

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发挥的“绿色水库”“绿

位观测技术和分布式测算方法，定期对同一森林

色碳库”“净化环境氧吧库”和“生物多样性基

生态系统进行重复的全指标体系观测与清查的技

因库”四个生态库功能，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术。它可以配合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以下简

尤其是人类福祉的普惠提升提供了生态产品保

称“森林资源连清”），形成国家森林资源清查

障。目前，如何核算森林生态功能与其服务的转

综合调查新体系，用以评价一定时期内森林生态

化率以及价值化实现，并为其生态产品设计出科

系统的质量状况 [1]。森林生态连清体系将森林资

学可行的实现路径，正是当今研究的重点和热

源清查、生态参数观测调查、指标体系和价值评

点。本文将基于大量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

估方法集于一套框架中，即通过合理布局来实现

践，开展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研究，以期为“绿

评估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特征的代表性，又通过标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提供可复制、可推

准体系来规范观测、分析、测算评估等各阶段

广的范式。

工作。这一套体系是在耦合森林资源数据、生

* 基金项目 ：中国森林核算及纳入绿色经济评价研究（2018-R2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503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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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权威机构所公布的社会公共数据，包括《中
森林生态系统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

野外观测技术体系

国水利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建筑
工程预算定额》、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

分布式测算评估体系

agri.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
评估公式与模型包

森林生态功能修正系数

数据源耦合集成

测算评估指标体系

分布式测算方法

观测标准体系

观测站点建设

观测体系布局

观测数据采集传输系统

法》中的《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
标准体系
由于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涉及不同
气候带、不同区域，范围广、类型多、领域多、
影响因素复杂，这就要求在构建森林生态系统长
期定位观测标准体系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耦合

资源数据

耦合

素，紧扣林业生产的最新需求和科研进展，既要

社会公共数据

符合当前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需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分布式评估

求，又要具有良好的扩充和发展的弹性。通过长

价格参数

物质量评估结果

价值量评估结果

期定位观测研究经验的积累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
野外观测理念，构建了包括三项国家标准（GB/T

图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框架

33027—2016、GB/T 35377—2017和GB/T 38582—

态连清数据和社会经济价格数据的基础上，在统

2020 [6]）在内的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标准

一规范的框架下完成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体系（见图2），涵盖观测站建设、观测指标、观

[2]

测方法、数据管理、数据应用等方面，确保了各

评估数据源的耦合集成

生态站所提供生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评估 。
第一，森林资源连清数据。依据《森林资源
[3]

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 38590—2020） ，

提升了生态观测网络标准化建设和联网观测研究
能力。

从森林资源自身生长、分布规律和特点出发，结

分布式测算方法

合我国国情、林情和森林资源管理特点，采用抽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一项非常庞大、复

样调查技术和以“3S”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

杂的系统工程，很适合划分成多个均质化的生态

术，以省（区、市）为控制总体，通过固定样地

测算单元开展评估。因此，分布式测算方法是目

设置和定期实测的方法，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前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所采用的一种较为科学

对不同省（区、市）的具体时间安排，定期对森

有效的方法，通过诸多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林资源调查所涉及的所有指标进行清查。目前，

估案例也证实了分布式测算方法能够保证结果的

全国已经开展了9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准确性及可靠性。

第二，森林生态连清数据。依据《森林生

分布式测算方法的具体思路如下：第一，将

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GB/T 35377—

全国（港、澳、台除外）按照省级行政区划分为

2017） 和《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5]

第1级测算单元；第二，在每个第1级测算单元中

，来自全国森林生态

按照林分类型划分成第2级测算单元；第三，在每

站、辅助观测点和大量固定样地的长期监测数

个第2级测算单元中，再按照起源分为天然林和人

据。森林生态站监测网络布局是以典型抽样为指

工林第3级测算单元；第四，在每个第3级测算单

导思想，以全国水热分布和森林立地情况为布局

元中，再按照林龄组划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

基础，辅以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保

熟林、成熟林、过熟林第4级测算单元，结合不同

护区，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层次性明显的

立地条件的对比观测，最终确定若干个相对均质

区域完成森林生态网络布局。

化的森林生态连清数据汇总单元（见图3）。

（GB/T 33027—2016）

第三，社会公共数据。社会公共数据来源于

基于生态系统尺度的定位实测数据，运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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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技术要求 LY/T 1626—2005

据和森林生态连清数据（森林生态站、生态效益

森林生态站数字化建设技术规范 LY/T 1873—2010

监测点以及1万余个固定样地的长期监测数据）

建站标准

为基础，利用分布式测算方法，开展了全国森林
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长
期
定
位
观
测
标
准
体
系

观测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GB/T 35377—2017
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LY/T 1722—2008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7-9]。其中，2009年11月17日，
基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的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评估结果公布，全国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

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LY/T 1689—2007

为10.01万亿元/年；2014年10月22日，原国家林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LY/T 1687—2007

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了第二期（第八次森

干旱半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LY/T 1688—2007

林资源清查数据）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总

观测方法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T 33027—2016

价值量为12.68万亿元/年；最新一期（第九次森

数据管理

森林生态站数据管理规范 LY/T 1872—2010

林资源清查）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总价值

数据应用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38582—2020

图2

量为15.88万亿元/年。《中国森林资源及其生态
功能四十年监测与评估》[10]研究结果表明：近40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标准体系

年间，我国森林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其中，固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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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释氧量和吸收污染气体量实现了倍增，其他

一级测算单元
（行政区）

二级测算单元
（优势树种“组”）

北京市

江西省

油松

杉木

冷杉

冷杉

省域尺度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践

柏木

马尾松

马尾松

柏木

在全国选择省级行政区、代表性地市、林区

……

……

……

……

等60个区域开展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践，评

杨树

阔叶混

杨树

马尾松

落叶松

杨  树

落叶松

杨  树

……

四川省

各项功能增长幅度也均在70%以上。

估结果以“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连续观测与清查及
绿色核算”系列丛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该丛书
包括了我国省级及以下尺度的森林生态连清及价

2

三级测算单元
（起源）

5

四级测算单元
（林龄组）

天
然
林
幼
龄
林

点到面数据
尺度变换
数
据
汇
总

中
龄
林

人
工
林
近
熟
林

森林生态站样地数据
评估单元数据

模型

成
熟
林

值评估的重要成果，展示了森林生态连清在我国
的发展过程及其应用案例，加快了森林生态连清
过
熟
林

四级测算单元
三级测算单元

林分类型数据

二级测算单元

汇总单元数据

一级测算单元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

图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分布式测算方法

的推广和普及，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森林生
态连清体系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并把“绿水青山价值多少金山银山”这本账算得
清清楚楚。
在省级尺度上，如系列丛书安徽卷 [11] 的研
究结果显示，安徽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为4804.79亿元/年，相当于2014年安徽省GDP
（20848.75亿元）的23.05%，每公顷森林提供的

感反演、模型模拟（如IBIS—集成生物圈模型）

价值平均为9.60万元/年。在代表性地市尺度上，

等技术手段，进行由点到面的数据尺度转换。将

如在呼伦贝尔国际绿色发展大会上公布的2014年

点上实测数据转换至面上测算数据，即可得到森

呼伦贝尔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为

林生态连清汇总单元的测算数据，将以上均质化

6870.46亿元，相当于该市当年GDP的4.51倍[12]。

的单元数据累加的结果即为汇总结果。

林业生态工程监测评估国家报告
基于森林生态连清体系，开展了我国林业重

多尺度多目标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践

大生态工程生态效益的监测评估工作，包括：退

全国尺度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实践

耕还林（草）工程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

在全国尺度上，以全国历次森林资源清查数

还林（草）工程共开展了5期监测评估工作，分别

31

针对退耕还林6个重点监测省份 [13]、长江和黄河
流域中上游退耕还林工程
耕还林工程

[15]

[14]

、北方沙化土地的退

、退耕还林工程全国实施范围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退耕还林工程

[17]

[16]

、

开展了工程生

游予以体现。基于建立的功能与服务转化率高低
和价值化实现路径可行性的大小关系，以具体研
究案例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耦合评估。针对

森林生态效益精准量化补偿实现路径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分别在东北、内蒙古重点

森林生态效益科学量化补偿是基于人类发展

国有林区

[18]

和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开展了2期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效益监测评估工作。

指数的多功能定量化补偿，结合了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其他相关关系，并符合不同行
政单元财政支付能力的一种给予森林生态系统服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质就是将生态产品的

推动横向生态补偿逐步由单一生态要素向多生态

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张林波等在国

要素转变，丰富生态补偿方式，加快探索“绿水

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调研的基础上，从生态产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多种现实转化路径。

品使用价值的交换主体、交换载体、交换机制等

例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生态系统服

角度，归纳形成8大类和22小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务功能评估利用人类发展指数，从森林生态效益
多功能定量化补偿方面进行了研究，计算得出森

估实践，我们将9项功能类别与8大类实现路径建

林生态效益定量化补偿系数、财政相对能力补偿

立了功能与服务转化率高低和价值化实现路径可

指数、补偿总量及补偿额度。结果表明：森林生

行性的大小关系（见图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

态效益多功能生态效益补偿额度为232.80元/（公

实现路径可分为就地实现和迁地实现。就地实现

顷·年），为政策性补偿额度（平均每年每公顷

为在生态系统服务产生区域内完成价值化实现，

75元）的3倍。由于不同优势树种（组）的生态系

例如，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等生态功能价值

统服务存在差异，在生态效益补偿上也应体现出

化实现；迁地实现为在生态系统服务产生区域之

差别，经计算得出：主要优势树种（组）生态效

外完成价值化实现，例如，大江大河上游森林生

益补偿分配系数介于0.07%～46.10%，补偿额度最

态系统涵养水源功能的价值化实现需要在中、下

高的为枫桦303.53元/公顷，其次为其他硬阔类

服务类别

功能类别

实现路径类别

保育土壤

生态效益量化补偿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林木养分固持

生态保护补偿
涵养水源
调
节
服
务

固碳释氧

净化大气环境

供
给
服
务
文
化
服
务

债表编制工作，这是政府对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包括3个账户，分别为一般资
产账户、森林资源资产账户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资源配额交易

账户。

生态产业开发

林木产品供给

区域协同发展

森林康养

生态资本收益

中等    

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自然资源资产负

资源产权流转

生物多样性保护

较强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实现路径

生态权益交易

生态载体溢价

森林防护

299.94元/公顷[20]。

较弱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探索编制负债表的
进程中，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探索出了编制森
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可贵路径，使国家建立这项
制度、科学评价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生态政绩和问
责成为了可能。内蒙古自治区为客观反映森林资
源资产的变化，编制负债表时以翁牛特旗高家梁

不同颜色代表了功能与服务转化率的高低和价值化实现路径可行性的大小

乡、桥头镇和亿合公镇3个林场为试点创新性地分

图4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设计

别设立了3个账户，即一般资产账户、森林资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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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结合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

的实践模式或路径

支
持
服
务

务提供者的奖励。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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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账户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账户，还创新了财务

产品最基本、最基础的经济价值实现手段[19]。

的实质就是将生

管理系统管理森林资源，使资产、负债和所有者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退耕农户在政策补

态产品的使用价值

权益的恒等关系一目了然。3个林场的自然资源价

助中户均直接收益达9800多元，占退耕农民人均纯

转化为交换价值的

值量分别为5.4亿元、4.9亿元和4.3亿元，其中，

收入的10%，宁夏一些县级行政区甚至达到了45%以

3个试点林场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1.2亿元，林

上。截至2017年年底，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341个

过程。

地和林木的总价值为3.4亿元

[21-24]

。

退耕还林工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与生态载体
溢价价值化实现路径

被监测县级行政区共有1108.31万个农户家庭参与
了退耕还林工程，占这些地方农户总数的30.54%，
农户参与数分别为1998年和2007年的369倍和2.50

退耕还林工程就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有

倍，所占比重分别比1998年和2007年上升了23.32

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水土流失、沙化、盐碱

个百分点和14.42个百分点。黄河流域的六盘山区

化、石漠化严重的耕地以及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

和吕梁山区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参与退耕还

耕地，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集中连

林工程的农户数分别为16.69万户和31.50万户，参

片特困区的退耕还林工程既是生态修复的“主战

与率分别为20.92%和38.16%。通过政策性补助的方

场”，也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退耕还

式，提升了参与农户的收入水平。

林作为“生态扶贫”的重要内容和林业扶贫“四
个精准”举措之一，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承

（2）退耕还林工程生态产品溢价价值化
实现路径

担了重要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评估得出：

一是以林脱贫的长效机制开始建立。新一轮

退耕还林工程在集中连片特困区产生了明显的社

退耕还林工程不限定生态林和经济林比例，农户

会和经济效益。

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树种，这有利于实现生态建设

（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保护补偿价值化
实现路径

与产业建设协调发展，生态扶贫和精准扶贫齐头
并进，以增绿促增收，奠定了农民以林脱贫的资

生态保护补偿狭义上是指政府或相关组织机

源基础。据监测结果显示，样本户的退耕林木有

构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向生产供给公共性生态产

六成以上已成林，且90%以上长势良好，三成以

品的区域或生态资源产权人支付的生态保护劳动

上的农户退耕地上有收入。甘肃省康县平洛镇瓦

价值或限制发展机会成本的行为，是公共性生态

舍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村，2005年通过退耕还林种

> 森林生态效益科学量化补偿是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多功能定量化补偿

植530亩（约35.33公顷）核桃，现在每株可挂果
8千克，每亩收入可达2000元（合每公顷收入6万
元），贫困户人均增收2200元[17]。
二是实现了绿岗就业。退耕还林实现了农民
以林就业。2017年样本县农民在退耕林地上的林
业就业率为8.01%，比2013年增加了2.26个百分
点。自2016年开始，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购买生
态服务，聘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为生态护林员。
一些地方政府把退耕还林工程与生态护林员政策
相结合，通过购买劳务的方式，将一批符合条件
的贫困退耕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并积极开发
公益岗位，促进退耕农民就业[17]。
三是培育了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一，
林下经济快速发展。2017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监测县在退耕地上发展的林下种植和林下养殖产
值分别达到434.3亿元和690.1亿元，分别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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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了3.37倍和5.36倍。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

用。森林涵养的水源通过潮白河、滦河等河流进入

县借助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生态

京津地区，缓解了京津地区水资源压力。京津地区

本、最基础的经济

鸡，探索出“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建

作为水资源生态产品的下游受益区，应该在下游受

价值实现手段。

立产销一条龙的机制，直接经济收入达到了4000

益区建立京津—张承协作共建产业园，这种异地协

万元。第二，中药材和干鲜果品发展成绩突出。

同发展模式不仅保障了上游水资源生态产品的持续

2017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监测县在退耕地上种

供给，同时为上游地区提供了资金和财政收入，有

植的中药材和干鲜果品的产量分别为34.4万吨和

效地减少了上游地区土地开发强度和人口规模，实

225.2万吨，与2007年相比，在退耕地上发展的中

现了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

生态保护补偿是公
共性生态产品最基

药材增长了5.97倍，干鲜果品增长了5.54倍。第

净化水质功能资源产权流转价值化实现路径

三，森林旅游迅猛发展。2017年集中连片特困地

资源产权流转模式是指具有明确产权的生态

区监测县的森林旅游人次达到了4.8亿人次，收

资源通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

入达到了3471亿元，是2007年的4倍、1998年的

权流转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过程，实现价值

54倍

[17]

的生态产品既可以是公共性生态产品，也可以是

绿色水库功能区域协同发展价值化实现路径

经营性生态产品[25]。

。

区域协同发展是指公共性生态产品的受益区

在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吉林省

域与供给区域之间通过经济、社会或科技等方面

长白山森工集团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但其森

合作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模式，是有效实现重点

林生态系统服务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净化水质方

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的重要模式，是发挥中

面，其优质的水资源已经被人们所关注。森工集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力点

[25]

团天然林涵养水源量为48.75亿米3/年[18]，这部分

。

潮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和张家口

水资源大部分会以地表径流的方式流出森林生态

市沽源县，经密云水库的泄水分两股进入潮白河

系统，其余的以入渗的方式补给了地下水，之后

系，一股供天津生活用水；一股流入北京市区，

再以泉水的方式涌出地表，成为优质的水资源。

是北京重要水源之一。根据《北京市水资源公报

农夫山泉在全国有7个水源地，其中之一便位于吉

（2015）》，北京市2015年对潮白河的截流量为

林长白山。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有自有的矿泉水

3

3

2.21亿米 ，占北京当年用水量（38.2亿米 ）的
5.79%。同年，张承地区潮白河流域森林涵养水源
3

品牌—泉阳泉，水源也全部来自长白山。
根据“农夫山泉吉林长白山有限公司年产

的“绿色水库功能”为5.28亿米 ，北京市实际利

99.88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扩建项目”环评报

用潮白河流域森林涵养水源量占其“绿色水库功

告（2015年12月），该地扩建之前年生产饮用矿

能”的41.86%。

泉水80.12万吨，扩建之后将会达到99.88万吨/
年，按照市场上最为常见的农夫山泉瓶装水（550

流经沽源县，经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转向东南又进

毫升）的销售价格（1.50元），将会产生27.24亿

入河北省丰宁县。河流蜿蜒于峡谷之间，至潘家口

元/年的产值。“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

越长城，经罗家屯龟口峡谷入冀东平原，最终注入

司”官方网站数据显示，其年生产饮用矿泉水量

渤海。根据《天津市水资源公报（2015）》，2015

为200万吨，按照市场上最为常见的泉阳泉瓶装水

3

年，天津市引滦调水量为4.51亿米 ，占天津市当
3

（600毫升）的销售价格（1.50元），年产值将会

年用水量（23.37亿米 ）的19.30%。同年，张承地

达到50.00亿元。由于这些产品绝大部分是在长白

区滦河流域森林涵养水源的“绿色水库功能”为

山地区以外实现的价值，则其价值化实现路径属

3

25.31亿米 /年，则天津市引滦调水量占其滦河流
域森林“绿色水库功能”的17.82%。

于迁地实现。
农夫山泉和泉阳泉年均灌装矿泉水量为

作为京津地区的生态屏障，张承地区森林生

299.88万吨，仅占长白山林区多年平均地下水天

态系统对京津地区水资源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然补给量的0.41%，经济效益就达到了81.7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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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河发源地位于燕山山脉的西北部，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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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这种以资源产权流转模式的价值化实现路

素投入经济生产活动的生态产业化过程，是市场

径，能够进一步推进森林资源的优化管理，也利

化程度最高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生态产业

于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

开发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发现生态资源的独特经

绿色碳库功能生态权益交易价值化实现路径

济价值，如何开发经营品牌提高产品的“生态”

森林生态系统是通过植被的光合作用，吸

溢价率和附加值[19]。

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而开始了一系列生物学

“森林康养”就是利用特定森林环境、生

过程，在释放氧气的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负氧

态资源及产品，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及医疗、康

离子、萜烯类物质和芬多精等，提升了森林空气

体服务设施，开展以修养身心、调适机能、延缓

环境质量。生态权益交易是指生产消费关系较为

衰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休

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权益、污染排放权益和资源

闲、养老等活动的统称。

开发权益的产权人和受益人之间直接通过一定程

从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的视角切入，

度的市场化机制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模式，是公

与生态康养相融合开展的五大连池森林氧吧监测

共性生态产品在满足特定条件成为生态商品后直

与生态康养研究，依照景点位置、植被典型性、

接通过市场化机制方式实现价值的唯一模式，是

生态环境质量等因素，将五大连池风景区划分

相对完善成熟的公共性生态产品直接市场交易机

为5个一级生态康养功能区划，分别为氧吧—泉

制，相当于传统的环境权益交易和国外生态系统

水—地磁生态康养功能区、氧吧—泉水生态康养

[19]

服务付费实践的合集

森林生态系统通过“绿色碳汇”功能吸收固

康养功能区和生态休闲区，其中氧吧—泉水—地

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起到了弹性减排的作用，

磁生态康养功能区和氧吧—地磁生态康养功能区

减轻了工业减排的压力。通过测算可知广西壮族

所占面积较大，占区域总面积的56.93%，氧吧—

自治区森林生态系统固定二氧化碳量为1.79亿吨/

泉水—地磁生态康养功能区所包含的药泉、卧虎

年，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山、药泉山和格拉球山等景区[28]。

为1.55亿吨，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排放的

2017年，五大连池风景区接待游客163万人

二氧化碳完全可以被森林所吸收，其生态系统服

次，接纳国内外康疗和养老人员25万人次，占旅

务转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二氧化碳零排放，

游总人数的15.34%，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接纳的

固碳功能价值化实现路径则为完成了就地实现路

俄罗斯康疗和养老人员达9万人次，占康疗和养老

径，功能与服务转化率达到了100%。而其他多余

人数的36%。有调查表明，37%的俄罗斯游客有4次

的森林碳汇量则为华南地区的周边地区提供了碳

以上到五大连池疗养的体验，这些重游的俄罗斯

汇功能，比如广东省。这样，两省（区）之间就

游客不仅自己会多次来到五大连池，还会将五大

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

连池宣传介绍给亲朋好友，带来更多的游客，有

在华南地区起到了绿色碳库的作用

态资源作为生产
要素投入经济生产
活动的生态产业化
过程。

[26]

。广西壮族

75%的俄罗斯游客到五大连池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医

自治区政府可以采用生态权益交易中的污染排放

疗养生，可见五大连池最吸引俄罗斯游客的特色

权益模式，将森林生态系统“绿色碳库”功能以

还是医疗养生[28]。

碳封存的方式放到市场上交易，用于企业的碳排

五大连池风景区管委会应当利用生态产业开

放权购买。利用工业手段捕集二氧化碳过程成本

发模式，以生态康养功能区划为目标，充分利用

约200～300元/吨
生态产业开发是生

功能区、氧吧—地磁生态康养功能区、氧吧生态

。

[27]

，那么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

氧吧、泉水、地磁等独特资源，大力推进五大连

生态系统“绿色碳库”功能价值量将达到358亿

池森林生态康养产业的发展，开发经营品牌提高

元/年～537亿元/年。

产品的“生态”溢价率和附加值。

森林康养功能生态产业开发价值化实现路径
生态产业开发是经营性生态产品通过市场机
制实现交换价值的模式，是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

沿海防护林防护功能生态保护补偿价值化实
现路径
海岸带地区是全球人口、经济活动和消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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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度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海洋自然灾害最为

林场应结合目前以多种形式开展的“场外造林”

态系统服务的基

频繁的地区。台风、洪水、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给

活动，提升造林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结合自身成

础，它独立于人类

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严

功的经营理念，更大限度地实现生态载体溢价的

而存在，生态系统

重的威胁。沿海防护林能降低台风风速、削减波

生态服务价值化。

生态系统功能是生

服务则是生态系统
功能中有利于人类

浪能和浪高、降低台风过程洪水的水位和流速，

福祉的部分。

从而减少台风灾害，提供海岸防护服务。同时，
海岸带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主要区域，也是保
护沿海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29]

展望
根据研究结果/案例，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
实现路径方面开展更为详细的设计，使生态系统

。

经过对秦皇岛市沿海防护林的实地调查，

服务价值化实现逐步由理论走向实践。生态系统

其对于降低风对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损

服务价值化实现的实质就是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

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评估得出：秦

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虽然生态产品基础理论

皇岛市沿海防护林面积为1.51万公顷，其沿海防

尚未成体系，但国内外已经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护功能价值量为30.36亿元/年，占总价值量的

化实现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形成了

7.36%。其中，4个国有林场的沿海防护功能价值

一些有特色、可借鉴的实践和模式。森林生态系

量为8.43亿元/年，占全市沿海防护功能价值量的

统功能所产生的服务作为最普惠的生态产品，实

27.77%，但是其沿海防护林面积为5019.05公顷，

现其价值转化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和现实意义。

占全市沿海防护林总面积的33.24%。那么，秦皇

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系统服务实现机制，既是贯

岛市可以考虑生态保护补偿中纵向补偿的模式，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

以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方式，对沿海防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生态优

护林防护功能进行生态保护补偿，使沿海地区免

先、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遭或者减轻了风对于区域内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

生态系统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它独
立于人类而存在，生态系统服务则是生态系统功

破坏，维持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
植被恢复区生态服务生态载体溢价价值化实
现路径

能中有利于人类福祉的部分。国内研究对于两者
的理论关系认识较早，但迫于技术限制开展的研

以山东省原山林场为例，原山林场建场之初

究相对较少，因此在现有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与服

森林覆盖率不足2%，到处是荒山秃岭。但通过开

务转化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展更为广泛的生

展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生态修复工程，原山林

态系统服务转化率的研究，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就

场经营面积由1996年的2706.67公顷增加到2014

地转化和迁地转化。这也是未来生态系统服务价

3

年的2933.33公顷，活力木蓄积量由8.07万米 增

值化实现途径的重要研究方向。

3

长到了19.74万米 ，森林覆盖率由82.39%增加到
94.4%。目前，原山林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量为18948.04万元/年，其中以森林康养功能价值
实现路径为就地实现。
原山林场目前尝试了生态载体溢价的生态
服务价值化实现路径，即旅游地产业，通过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增加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带动区域
土地房产增值是典型的生态产品直接载体溢价模
式。另外，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在植被恢
复过程中凝聚出来的“原山精神”，已经在原山
林场森林康养功能上实现了生态载体溢价。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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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大，占总价值量的31.62%[30]，森林康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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