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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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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国家环保总
局下发了 "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认为$%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重要举措&'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
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生态保护成本(

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
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
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
助于实现不同地区( 不同利益群体
之间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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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
海南考察时希望海南着力深化改革
开放! 进一步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
的体制机制! 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作用'

一方面生态省建设对于 %全国
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重大示
范意义&)另一方面海南要%更好地
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 在国
家 *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下!海南能不
能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先行先试+

!

月
&

日至
$

日!就这一话题!海南
周刊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闵庆文进行了访谈'

作为全国重要生态功能

区!海南能否获国家生态补偿"

海南周刊# 我们注意到国家出

台的 !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 基本原则中有 #谁受

益$谁补偿%的条款& 毫无疑问'海南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各级政府和

人民长期重视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结

果' 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省

建设的做法更加强化了全省人民作

为生态保护者的责任感& 海南人民

所从事的生态保护事业不仅惠及自

身' 而且对于全国也是具有重要意

义& 那么'海南是否可以从国家获得

一定的生态补偿呢(

闵庆文$我个人认为!海南是一
个特殊的生态功能区! 无论从海南
岛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来看!

还是从其热带岛屿生态环境的特殊
价值看) 无论从生态省建设是海南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绿色贡献方面着
眼! 还是从全省人民为保护生态做
出的牺牲考虑! 海南都有理由获得
国家的生态补偿'从大的区域来看!

国家正在开展的%三江源&生态保护
工程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以及环京津治沙工程等!都是针
对特殊生态功能区的带有生态补偿
意义的特殊工程措施'总体而言!海
南的经济发展因为生态保护受到了
一定影响! 通过国家行为的生态补
偿措施!是应当的!也是可行的'

当然! 要想获取生态补偿首先
要有科学依据! 有许多问题需要研
究' 例如!海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实
际投入与生态效益以及这些生态效
益对于全国的意义! 海南由于致力
于改善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保
护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发展权&

的损失! 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途径与监管措施等'

生态补偿涉及多方利益调整!

需要广泛调查各利益相关者情况!

合理分析生态保护的纵向( 横向权
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
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

海南能否探索向享受生

态保护成果者征收补偿费"

海南周刊$ 省旅游局最近发布

的数据显示)春节七天假期'海南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
!"#$%

万人次& 进入

海南的游客逐年增加'这自然是因为

海南自然景观$气候的独特性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这些旅游者无疑是在享

受生态保护的成果'而且'随着大量

游客的进入'也增大了海南的生态环

境压力'增加了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过程中的成本& 本着#受益者有

责任向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

的原则'那么这些游客是否应当支付

一定的补偿费呢(

闵庆文$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
题' 我认为!海南的旅游是生态保护
的典型受益产业' 游客到海南!一方
面享受了良好的生态服务! 同时也
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压力! 理应
给予补偿' 尽管他们通过门票(住
宿(餐饮(购物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但我认为!海南有特殊
的生态资源! 可以考虑另外收取生
态保护与建设费! 就像一些城市收
取的城市建设费等一样'

海南周刊$ 我们现在到丽江旅

游都要交纳
!&

元人民币的古城保护

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获取生态补偿

费的形式& !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

例"规定#利用丽江古城资源从事经

营$旅游或者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缴纳丽江古城维护费%& 在收取

的过程中'当地规定凡是进入丽江的

景点$ 景区可一次性交付古城保护

费&如进入玉龙雪山交付古城保护费

后' 再进入另外的景点就无需再交&

同样'在丽江其他的景点交了'进入

玉龙雪山也不用交了&对于进入海南

的游客来说'如果有关部门获准向游

客征收生态补偿费'是否也可借鉴丽

江经验(

闵庆文$对, 海南作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地理单元! 进行这方面的探
索是可行的' 到海南自驾游或者空
降海南的游客也可以在码头( 加油
站(机场等处交纳生态补偿费' 但应
注意$ 这样的生态补偿途径应当以
市场机制为基础! 保持补偿动态性
的同时!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

不过! 向旅游者征收生态补偿
费甚至是高额的生态补偿在社会上
会有不同声音! 也许会减少入琼旅
客的人数'

海南周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海南旅游#旺丁不旺财%& 收取生

态补偿费的方式也许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 从市场规律上看'生态环境好

的旅游产品价值就是要通过价格体

现*从生态补偿原则来看'也体现着

让保护者受益' 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至于影响旅游人数的问题可通过政

策解决& 旅游人数锐减时'可暂时停

收'在人数大大地超过海岛的环境容

量时'要多收&

闵庆文$ 这个问题通过行政和
市场双重手段是可以调节的'

海南的生态产品发展

中% 政府和市场分别承担着

怎样的作用
%

海南周刊$ 海南生态省建设十

年'在我们回顾$盘整这十年来取得

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时' 我们发现

在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方面有种种不

尽人意之处' 特别是在依托海南生

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方面&比如)海南儋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增育出一些不施化肥$ 完全无

公害的农产品如大白菜$土豆$西瓜

等'综合成本非常高'其市场价格是

同类产品的几倍'甚至十几倍&高昂

的成本使这些产品很难让老百姓消

费得起$进入市场十分困难&您是怎

么看这个问题的(

闵庆文$我个人的认为!是政府
行为和市场调节要共同起作用!因
为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
全! 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存在着很大
差异' 海南的生态产品要在市场上
获得一定的份额!政府的引导(激励
非常重要' %引导&主要是搞好认证
和监管! 促进良好市场的建立)%激
励&则主要是通过政府收购的办法!

由政府补足市场不能接受的部分!

即所谓的政府%买单&' 只有这样才
能让海南的生态产品有发展空间!

也才能有利于海南生态型产业的发
展!从而促进生态保护和建设' 实际
上! 这也是众多值得探索和生态补
偿途径之一' 国家发展生态绿色农
产品可在海南试行买单制 !省(市(

县政府在扶持本地区的生态产业时
也可效仿'

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海南

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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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海南省人民
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区
生态补偿机制的试行办法-'因为这一
地区是生物多样性富集区( 主要江河
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
重要预防区和重点监督区!在保持流
域和海南生态平衡!减轻自然灾害!确
保海南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此前 !%海南生态补偿机制框
架&也已敲定' 这一框架建立在加拿
大等国家先进做法和经验基础上!

为国家地区性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
做出了有益探索'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海南已先
行一步' 作为生态大省的海南!如何
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

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 重要
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 旅游资
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 流域水环
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大胆
先行先试! 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索
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

偿'谁污染$谁付费%的生态补

偿原则下+++

海南省作为全国的一个重

要生态功能区能否得到国家的

生态补偿(

海南可不可以向进入海南

的游客征收生态补偿费(

海南的生态产品发展中'

政府和市场分别承担着怎样的

作用
'

如何才能有效促进生态

产品更好更快地发展(

闵庆文师从我国著名生

态学家李文华院士' 兼任中

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近几年来'参加了李文华院士领衔

的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和关于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多次

到海南就生态补偿问题进行调研'与同事合作完成了#海

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等论文'并参与了由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主持的!海南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设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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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态省建设!海南先行先试为全国提供了经验&

图为空中俯瞰海南绿色高速公路& 海南日报记者 王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