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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问题，本文将探寻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可持续脱贫路径和生态发展之路，构建有利于缓解集中

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路径。以农业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指导，运用多学

科交叉的理论分析方法，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的关系，阐释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路

径选择。结果表明，集中连片特困区集生态地位重要与生态基础脆弱于一体，生态脆弱与生态贫困相互制约，缓解集中连片

特困区贫困的路径有生态资本运营管理、生态适应性发展和生态产业发展，构建可持续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制。从长期

看，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是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的客观要求，健全的机制与长远的战略有利于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区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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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指将自然地理相连、气候

环境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

近的贫困县连片划分。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新时期

中国的贫困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人口在分布

上呈现出向边远山区、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省际交

界区等区域集中的“大分散、小集中”态势。据统计显

示，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绝大部

分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体，面临的扶贫减贫任务异常

艰巨。之前划定的全国 592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有 431 个在片区内。按照人均年收入 2300 元的最新贫困

标准，中国的扶贫对象仍有 1.22 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

的 12.7%。其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 28.4%，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5.7%，覆盖了全国 70%以上的贫困人

口。此外，11 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

只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 49%、44%和 73%。
[1]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问题是涵盖经济、社会、生

态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性问题，既表现在贫困人口生产生

活困难，也表现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更表现在生

态功能特殊与生态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相互交织，这就

使得连片特困区的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间存在高度重

叠，需要兼顾减贫与改善生态环境、发挥生态优势双重

目标。
[2] 

本文以生态作用明显与生态环境脆弱交织的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探寻如何将连片特困地区

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途径，通过走生态资

本运营式扶贫之路，健全相应体制机制，使得新时期扶

贫战略更适应绿色经济发展要求，最终实现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1 1 1 1 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了扶贫开发战略。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是伴随扶贫开发战略不断

向前推进而产生的。近年来，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

的研究不断推进。张大维
[3]
、李雪萍等

[4]
和陈琦

[5
从资本

的角度考察了连片特困地区生计资本、人力资本与贫困

的复杂关系。张曦
[6]
、杨安华

[7]
、童中贤等

[8]
为连片特困

地区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黄国庆
[9]
、

李东法
[10]
则认为，资源丰富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等

进行产业扶贫，使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而达到脱

贫的目的。另外，陈琦
[11]

通过多维度贫困测量方法对连

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黄承伟和向家宇
[12]
从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连片特

困地区减贫的分析角度，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是连片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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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扶贫攻坚战略及其制度环境的基本理念。李仙娥等
[13]

认为，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其贫困存在很大关

系，因此，要加快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减贫长

效机制。曲玮等
[14]
利用 2000～2006 年甘肃省 51 个扶贫

开发重点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自然地理环

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

贫困的原因，指出了扶贫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扶贫和对贫困者能力培养等脱贫

模式和路径。综观现有研究，从脆弱性角度思考连片特

困区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制与战略的成果还比较鲜

见，相关研究并没有突出连片特困地区通过生态资本积

累，降低生态脆弱性，增强适应能力，加强生态资本良

性运营，进而将生态效益转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最终实现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目的。因此，本文以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

弱性与其生态贫困的耦合机理，通过走生态资本运营式

扶贫途径，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

制，从而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2 2 2 2 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的的的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态地

位比较重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生态脆弱性最显著

的三个特征是气候变化频繁、生态环境稳定性差和生态

系统恢复功能低。
[15] 

一定程度上，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

脆弱性与生态贫困之间表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

系，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存在耦合关系。 

 

2.12.12.12.1 生态脆弱性致使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贫困严重生态脆弱性致使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贫困严重生态脆弱性致使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贫困严重生态脆弱性致使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贫困严重    

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明显，易发生或出现生

态贫困，某种程度上讲生态脆弱性更加剧了其生态贫

困。生态脆弱性与贫困具有高度相关性，生态优势未得

到有效发挥，也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根据集中连片

特困区的不同表现和状态，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生态

贫困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地理因素表现的生态贫困，

主要包括荒漠干旱区的生态贫困与喀斯特地貌区的生态

贫困两种典型形态。这使得集中连片特困区因灾致

（返）贫率较高，如青海藏区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因灾

返贫率高达 2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 
二是人为

因素表现的生态贫困，主要包括毁林开荒地区的生态贫

困与资源枯竭地区的生态贫困两种典型形态。长期以

来，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基础脆弱、产业结构不合理、

生产方式落后、经济总量小、增长速度慢、人口众多、

贫困面大，粗放式经营与破坏式开采加剧了生态资本的

耗损程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制约成为集中连片

特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两难困境。由此造成集中连片

特困区脆弱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和再生力弱，很难把其

资源优势转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资源收益很难惠

及广大贫困居民，陷入了生态脆弱——贫困——保护—

—掠夺资源——生态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

进而危及人们的生存基础，大大制约了贫困地区人们脱

贫致富的步伐。
[17] 

 

2222.2 .2 .2 .2 生态贫困加剧生态贫困加剧生态贫困加剧生态贫困加剧集中连片特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生态脆弱性生态脆弱性生态脆弱性    

由于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将会直接导

致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受到限制，致使拉动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的产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差。中国 11 个集中连片

特困区在产业发展上都存在突出的生态贫困障碍，生态

保护和生态修复的难度大、任务重。如秦巴山区、武陵

山区由于耕地面积少，水资源贫乏等严重影响了产业发

展的需求；滇桂黔石漠化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山洪、

滑坡、泥石流以及土壤严重流失的土地退化现象，这些

生态灾害都不利于当地农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生长。除

此之外，集中连片特困区局域气候条件恶劣，易产生严

重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上述生态贫

困因素不同程度地加剧了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生态脆弱

性。 

 

3 3 3 3 缓解缓解缓解缓解集中集中集中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性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

贫路径贫路径贫路径贫路径    

中国贫困地区与脆弱生态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

有一致性，且相对集中。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就是在生

态地位重要、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基础脆弱、生态文化

深厚的地区，通过生态资本积累，开展生态资本的良性

运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建设者“有

利可图”，体现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的新理念，兼顾减贫与改善生态环境、积累生态资

本双重目标，释放“资源红利”、“生态红利”，走出

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困境，处理好“国家

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农民要吃饭”三方面的关系，走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扶贫之路。因此，实

现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的可行路径就包括生态资本运营

管理，生态适应性能力建设和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 

 

3.1 3.1 3.1 3.1 生态资本运营管理生态资本运营管理生态资本运营管理生态资本运营管理    

数据显示，2011 年底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

积已达 14.93%，超过世界水平。但是，保护区所处的区

域有很多属于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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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8] 

生态资本是人类福祉的贡献者，是集中连片特困

区贫困家庭生计的提供者。在确保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

资本良性运营的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区域生态资本开发

监管与执法力度，全面开展连片特困区生态环境监查工

作，科学评价连片特困的生态脆弱性，严格禁止超采、

过牧、乱垦、滥挖以及非法采矿、无序修路等资源破坏

行为发生；以连片特困区资源禀赋和生态系统承载力基

线为基础，通过科学规划，确立适宜的生态资本安全运

营标准与运营模式、可持续利用途径、生态资本开发监

管办法以及生态资本运营过程中生态保护措施；研究制

定连片特困区资源开发监管条例，编制适宜不同脆弱性

的连片特困区生态资本开发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标准及

技术规范，积极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资本保育、系

统恢复与重建进程，构建生态资本运营的长效机制
[19]

。 

 

3.2 3.2 3.2 3.2 生态适应性生态适应性生态适应性生态适应性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气候变化与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对贫困弱势群体的

影响最大，因此，需要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区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气候观测网络体系，完善天气气候监测与预警

系统，加强综合规划和统筹调度力度，建立自然灾害应

急工作体制和响应机制，开展气候变化预估、评估工

作，在农业、水资源、林业和自然生态系统、海岸带综

合治理、防灾减灾、卫生健康等领域采取有效政策措施

和科技行动，减轻气候变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们生活的不利影响。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技术，强化

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增强农业抗灾能力；二是加

强集中连片特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应变能力；

三是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区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经营，增

强林业碳汇功能，提高森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四

是提高集中连片特困区防灾减灾设施的设计标准，加强

防灾减灾设施建设。 

 

3.3 3.3 3.3 3.3 生态产业生态产业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持续持续持续持续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连片特困区长期以来深陷“贫困陷阱”和“梅佐乔

诺陷阱”，在国家发展空间格局中遭遇“被遗忘、被边

缘、被救济”的尴尬处境。“标本兼治”是实现连片特

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而培育区域特色产业，

增强连片特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治本”之策更为关

键。
[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要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工

业和生态旅游业等环保型产业。绿色农业的特征是将产

业耕种和生计耕种转变成有利生态的耕种做法，如高效

利用水资源、广泛使用有机和自然土壤养分、最佳耕作

方式以及综合虫害防制。构建绿色农业需要以下五个主

要领域：有形资本资产、金融投资、研究和能力建设；

土壤肥力管理；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作物

和牲畜多样化；生物植物和动物健康管理；相应的农场

机械化。
[20] 

连片特困区的工业发展要立足于预防、创新

与结构转变，着眼于持续的生态重构，建立生态现代

性，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切实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走生态导向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降

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资本的消耗。实现“兴一项产

业，脱一村贫困，富一方农民”的多重目标。比如武陵

山区的杜仲资源占全国的 90%，中国杜仲资源约占世界的

90%。如今，杜仲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泸溪县乃至湘西

州脱贫的主要抓手，平均每亩杜仲林每年可为农民增收

2500 元。
[21]

 既发挥了杜仲的经济效益，也保护了生态环

境。因此，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走生态式扶贫之路是切

实可行的，能促进绿色化、生态化发展，从而实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综合目标。 

 

4444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在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双重目标要求下，不得不

创新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扶贫机制、方式和战略。集中连

片特困区的经济贫困与生态赤字互为因果，因此，新时

期的扶贫措施要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着眼于生态

建设与脱贫致富的客观要求。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分布

范围广，分区情况差异大，在扶贫的具体路径和措施应

当有别。本文从中国连片特困区的整体出发，就减缓连

片特困区的生态脆弱性提出了相应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

贫路径与战略措施，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实际，需要因地

制宜，选取生态资本投资与运营、生态补偿、生态移民

与生态协作机制，及生态资本运营管理、生态适应性、

产业发展路径中的一种或几种，最终目的是促进连片特

困区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生态良好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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