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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增长的快慢影响GDP一样，生态的好坏
同样会让GEP处于一个不断浮动的状态。

“随着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眼下海南
热带雨林的碳汇能力年均增长3%至4%，说明今后
其固碳释氧的价值总量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
德看来，GEP核算就像是一根“绿色标尺”，生态好
不好、价值高不高，一量便知。

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GEP核算体系有
效弥补了GDP核算中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生态
资源与环境破坏的缺陷。这也意味着，今后这一核
算结果可作为生态考核量化的抓手，应用于国家公
园建设成效评估、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其具体指标
的变动还可以为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工
作提供决策依据。

生态资源价值量化倒逼生态文明建设，与此同
时，青山绿水也真正变现为“金山银山”。

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的五
指山市水满乡，便给出了一份生动样本。近年来，当
地种植茶叶超过4700余亩，年销售额超3000万元，
培育出30多家茶叶加工厂和10多个茶叶品牌。

“省内其他地区的茶青价格一般在每斤10多元
到20多元之间，但我们的茶青价格能达到每斤30
多元，有时甚至能卖到每斤40多元。”水满乡茶农王
琼香直言，正是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他们
种植的茶叶才能卖出好价钱。

以茶叶为代表的物质产品和以休闲旅游为代表
的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如今依托市场力量，均已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价值转化。但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
的转化通道，长期以来却始终处于闭塞状态。

“比如，地处生态核心保护区的村落放弃了许
多产业发展机会，村民的损失究竟该如何衡量？”陈
宗铸认为，这时政府部门便可通过科学核算上下游

间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调节服务产品价值，以
GEP的增量作为生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让受益地
区和保护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扶持
等多种形式完成横向生态补偿。

而在这一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并不会
是唯一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便提
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
生态补偿，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社会资本怎么进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海南正探索培育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交易市
场，建立统一、规范、开放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
平台和交易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及相关政策法规，以期尽快打通“资源—
资产—资本—资金”的转化通道。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大力打造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特色鲜明的生
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加强国家公园
生态产品核算与价值实现的科技支撑，
挖掘生物基因资源，应用于食品、制药，
以及育种、园艺、保健品等产业。”在
杨众养看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次全新探索，GEP核算与生
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可能一蹴而
就，“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细化程度，
更好守护并不断反哺绿水
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

9 月 26 日，
我省发布了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成果。开展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GEP核算有什么重

要意义？如何通过GEP核
算，打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区
域公共品牌？对此，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德、海南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毅青、海南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宗铸。
“GEP的核算是将生态系统各类

服务功能进行‘有价化’来核算的‘生态
账’，它能够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认识生态

系统及其保护价值，有助于提高人们自然
生态保护意识和主动参与生态系统保护行

动的积极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德介绍，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GEP核算，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可量化标尺，是海南贯彻新发展理念

和推动绿色发展的具体体现。
他认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离不开

民众生态意识的提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GEP核算体系中引入了人民群众对热带

雨林资源、生态服务与环境保护价值的评价，将热带
雨林生态系统免费提供的各类功能价值化，通过给生

态系统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提
高负离子等生态产品与服务贴上价格标签，让公众可以

更直观地感受生态福祉价值，树立“资源有限、生态有价”
的正确观念。
“GEP的核算还有助于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李意德说，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
GEP核算体系通过定期定量核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生态系统的产出和效益、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有助于政
府部门形成以GEP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而言，GEP核算将帮助主管部门了解国家公园内自然
资源禀赋和生态资产潜力，制定适宜发展政策，推进自然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热带雨林生态产品价值增长。
谈及如何打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毅青建议，政府部门可结合《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大力扶持和打造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将试点区域内各类生态产品
纳入品牌范围，加强品牌培育和保护。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宗铸说，海南通过GEP核算彰显了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应以GEP核算为契机，建立和完

善以生态产品价值为导向的生态补偿制度。同时，GEP核算是在“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之间搭建的一座桥梁，一方面可完善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可
根据不同的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特点，统筹生态产品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生态产品

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和周边乡村振兴。
“应当参考生态产品实物量及质量等因素，探索更多生态补偿模式，重视试点区

域及其周边乡村和群众，通过扶持产业发展、扩大生态补偿范围等举措，引导群众提升
生态保护意识，共享国家公园建设红利。”陈宗铸说。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

2045.13亿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GEP核算成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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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护林员梁宜文在海南热带雨林工作了大半辈子，能熟练辨识出这里的2000多种维管植物。
“其中不少都是十分珍稀的极小种群，一些物种甚至只有在海南才能找到。”在他看来，这片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

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堪称大自然馈赠给海南、中国乃至世界的“无价之宝”。
这是一名普通护林员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价值的朴素评价，而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核算成果于9月26日首次发布，“无价之宝”也被量化出了“有形身价”——2045.13亿元。
“这一‘身价’并非一成不变，保护越得力，GEP越增值。”在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金城看来，GEP核算让“生态账”变成了一笔清晰的“明白账”，而这正是“两山”转化的应有之义。

4269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几乎囊括海南岛陆域面积的七分之一。

“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分布最
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全
岛的生态制高点”……过去，这片生态宝地被冠以
诸多美誉与头衔，其生态地位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认可。

人人知其宝贵，但价值究竟几何？去年10月，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启
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工作，借助科学、合理、可量化的标
尺，一张有形的“价值图”终于得以清晰勾勒。

所谓GEP，是指特定地域单元自然生态系统
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价值，相当于绿色版的
“GDP”。

“换句话说，它就是用一个清晰的数字，告
诉人们‘绿水青山’到底值多少‘金山银山’。”海
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杨众养介绍，GEP核算体系

共设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3个一级指标，其
中物质产品包括农、林、渔、畜牧业产品及生态能源
等，调节服务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等，
文化服务包括休闲旅游、景观价值等。

一条河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值多少钱？一片
森林的固碳释氧能力又价值几何？生态产品属性千
差万别，如何估价成为最大难题。

“我们利用资源调查、定位监测、遥感监测、3S技
术等方式积累了海量本底数据，同时通过建立生态系
统过程模型、生态系统空间数据库，计算出固碳释氧、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各项指标的生态产品实物
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宗铸介绍，在摸
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的“生态家
底”后，他们随即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
支付意愿法等方式，核算出上述指标的货币价值。

譬如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与水库相似，在衡量这
一服务功能的货币价值时，便采用替代成本法，参考水
库的造价成本对其进行定价；而今年4月，一份在海南

人朋友圈中广为传播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GEP核算调查问卷”，则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了他们在
热带雨林中接受科普教育服务的支付意愿，从而为这一
生态产品贴上了相对合理的“价格标签”。

无形的生态产品得以量化，再套入相应的价格
核算公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

“生态账本”由此得出——经核算，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森林、湿地、草地、农田、
聚 落 等 生 态 系 统 2019 年 度 GEP 总 量 为
2045.13亿元，单位面积GEP为0.46亿元每平
方公里。

至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成为国内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意味着海南在探
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
径的具体实践上走出坚实一步，也为
我国国家公园开展“两山”转化成效
评估提供了“海南范本”。

GEP核算在国内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以“国
家公园”为核算单元却尚属首次。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地跨海南9
个市县43个乡镇，并非由完整的行政区域组成，且拥
有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组成，仅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就划分为7种不同植被类型。”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副所长陆钊华直言，在生态产
品产量数据以及本地化参数的获取上，此次GEP核
算无法直接采用统计年鉴等现有数据进行统计，并
需根据不同植被类型针对性地获取的相关森林参
数，因而在数据收集、整合难度上远大于其他地区。

基于这一独特的地域性，核算团队在参考相关
规范和国内外有关案例的基础上，为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立起一套独一无二的GEP
核算方法体系和指标体系。

对照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和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核算技术指南》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方案》，会发现后者处处
体现出“海南热带雨林特色”：分为森林、草动、湿地、
农田和聚落等5个一级测算单元，对森林生态系统的
划分更为细致，剔除了“海岸防护供给”等指标，新增

“提供空气负氧离子”“科普教育”等指标。
“与其他核算单元不同，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

态系统及有关生物物种资源作为首要目标。”在杨众
养看来，这一理念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的GEP核算结果中即可得到印证：其调节服务价
值为1688.91亿元，占比达82.58%。

仔细梳理其价值构成，会发现以涵养水源、生物
多样性、固碳释氧这三项指标的“含金量”最高，分别
为545.71亿元、510.69亿元和198.5亿元。

“提及海南热带雨林的这三项生态产品，过去我
们给出的评价通常是‘海南水塔’‘物种基因库’‘天
然氧吧’等相对模糊的概念，不仅老百姓心有迷茫，

甚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也
很难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
其重要性。”杨众养认为，
海南建设生态文明试验
区离不开公众生态意识
的提高，而 GEP 核算
通过将绿水青山的宝
贵价值“明码标价”，
可以让人们更加直
观地认识生态系
统及其保护价
值，从而充分
调 动 起 社 会
各界保护和
利 用 生 态
资源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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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孙慧

量化“生态账” 破解“绿水青山无价”难题

画好“评估表” 突出海南热带雨林特色

探索“转化路” 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

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GEP核算

核算体系
3个一级指标

物质产品价值 调节服务价值
文化服务价值
19个二级指标

其中
包含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

业产品、渔业产品、生态能源及其他
（花卉、苗木）等6个二级指标

包含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
释氧、空气净化、森林防护、洪水调
蓄、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授粉服务
等9个二级指标

包含休闲旅游、景观价值、科学
研究、科普教育等 4个二级指标

物质
产品

调节
服务

文化
服务

核算过程

（1）绘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生态系统底图

（2）编制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清单

（3）收集处理相关数据与开展补充调查

（4）开展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实物量核算

（5）开展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价值量核算

（6）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成果

2019年度GEP总量为 2045.13亿元
单位面积GEP为0.46亿元每平方公里

其中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制图/杨千懿

专
访

物质产品
价值 48.50亿元

占GEP总量的 2.37%

调节服务
价值为 1688.91亿元

占GEP总量的82.58%

文化服务
价值307.72亿元

占GEP总量的 15.05%

栖息在海南
尖峰岭热带雨林
中的红头咬鹃。

新华社发

俯瞰黄昏时分的尖峰岭热带雨林俯瞰黄昏时分的尖峰岭热带雨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