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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    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方面，其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口发展状况、

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1990-2009年全球3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利用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及人口发展各分项

指标的数据，在构建综合评价模型评估各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模拟人口数量、人口质量、

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对各国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绩效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且

在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上，国家间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呈现趋同趋势。②人均GDP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对各国资源环境绩

效变动的影响均为正，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发达国家。③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城镇化率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

效变动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而HDI和总和生育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则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未来宜着重从控制人口适度增长、提升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城乡分布等方面入手改善资源环

境绩效。 

关关关关    键键键键    词词词词    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影响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及联合国均无关。 
 

Disclaimer: This brief was submitte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for China's Agenda 21 (ACCA21),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SD).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and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ACCA21 or the CSSD. Online publication or dissemination does not imply endorsement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r. Sun Xinzhang (sunxzh@acca21.org.cn) 
 

 
 
 

1 1 1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1.11.11.1 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出现一系列环境、资

源等全球性问题，人们不断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资

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为

探索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途径提供重要决策依据。然

而，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城市群

及经济区的研究，国际层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由于

从资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角度出发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估

是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测度标准，能够较为

科学地反映各国绿色发展的水平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为此，本文在分析全球 39 个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绩效时空

变动的基础上，探讨人口发展对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变动

的影响，科学揭示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及分布等对区

域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影响机制及程度，以期从区域人

口发展角度提出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促进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21.21.21.2 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1.2.11.2.11.2.1 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分析与评价研究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分析与评价研究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分析与评价研究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分析与评价研究    

国外对于资源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资源

经济学等理论基础的研究和发展，1973 年，托宾和诺德

豪斯提出用“经济福利准则”修改国民生产总值，引发

了对资源环境价值计量的关注。进入 90 年代之后，对

于资源的研究已经从单一或几种资源上升到整个生态系

统，形成了更加丰富全面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估研究起步较晚。2006 年中

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提出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

数，简称 REPI。基于 REPI 的研究框架，刘晓洁和沈镭

构建了包含共 4 个层次 39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全国 

1990-2003 年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1]
；陈劭锋测算了 

2000-2005 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绩效指数，得出我国资

源环境综合绩效持续改善，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性

等结论
[2]
；陈琳测算我国 1980-2003 年资源环境综合指

数的变化情况，得出我国在这 20 年间平均下降 5.6%的

结论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12）采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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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绩效指数评价法对世界上 73 个主要国家 1990-

2009 年的资源环境绩效展开评估，以此反映世界主要国

家绿色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
[4]
。 

 

1.2.21.2.21.2.21.2.2 人口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研究人口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研究人口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研究人口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可持续发展所需人口条件的定量研究

方面主要包括对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容量的研究及适度

人口研究。以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尔克姆·斯莱斯

(M.slesser) 教 授为首的承载力 估 计 研 究 组采用

ECCO(Enhancement of Carrying Capacity Options)方

法，即“提高承载能力的备选方案”，应用系统动力学

方法对肯尼亚等国家进行了土地承载力研究，后又用于

其他国家，并取得较瞩目的成果。适度人口研究的扩

展，主要是将传统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和方法进行扩展

和修改，将资源环境的因素加在适度人口模型的目标

中，从而得到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适度人口规模和增长

速度。 

 

国内学者通过剖析我国人口问题的各个方面并深入

分析我国的人口问题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的影响，寻

求解决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田雪原分别从人

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等方面将其

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展开分析，并提出实现

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5]
。叶世

绮、颜彩萍以广东省为例,利用 DEA 方法定量地揭示了人

口数量条件对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口

数量控制的具体目标值
[6]
。 

    

1.3 1.3 1.3 1.3 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诸多影响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诸多影响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诸多影响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诸多影响        

区域可持续发展涵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

会各方面的全面协调持续性发展，其中人口是各种经济

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体，是资源的消耗者及改造环境的

主体；资源与环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与基础。资

源环境绩效变动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技

术水平、人口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因

素则主要通过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人口分

布等四个方面对资源环境绩效产生影响。 

    

1.3.11.3.11.3.11.3.1 适度人口增长能够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适度人口增长能够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适度人口增长能够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适度人口增长能够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    

人口数量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减

直接影响区域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人口增长与资源

的消耗成正比，同等消费水平下，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加

大对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费量，从而促进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加大对环境的压力。因此，维

持适量的人口增长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环境的维

护。适量的人口既能保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水平，

不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能够提供充足的保护环

境的技术性人才，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适量的人口增长能提高区域的资源环境绩效水

平。 

    

1.3.21.3.21.3.21.3.2 提升人口质量有助于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提升人口质量有助于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提升人口质量有助于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提升人口质量有助于提高资源环境绩效    

人口质量直接影响着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及环境的

治理与保护水平。人口素质水平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

上加快新技术的研发，使得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深

度和广度得以延伸，提高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与水

平，不仅有利于资源的节约，也能有效改善资源浪费引

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样能够带来公众

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及环境保护专业性人才和技术水平

的提高。综上，人口质量的提高能明显提高区域的资源

环境综合绩效水平。 

    

1.3.31.3.31.3.31.3.3 人口结构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人口结构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人口结构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人口结构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不确定的影响    

    人口结构中对区域资源环境绩效产生影响的主

要是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资源环

境绩效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按照生命周期，劳动适

龄人口处于生命周期盈余期，其比重越高意味着社会负

担越轻；相反，老年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社会负担越

重和不利于技术进步，进而制约资源环境绩效的提高。

但是，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全社会对各种资源的消费

量则趋向减小，对环境的压力也相对越小，因而可能有

利于提升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 

    

1.3.41.3.41.3.41.3.4 人口城乡分布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分段影响人口城乡分布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分段影响人口城乡分布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分段影响人口城乡分布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具有分段影响    

    人口分布主要通过人口的区域分布、城乡分布

作用于区域资源环境绩效的变动。一般来说，城镇化水

平越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及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强度也越高，因而区域的资源环

境综合绩效水平越高。然而，如果大量人口分布在农村

地区，尚未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则区域资源

利用强度可能较低，污染较轻，即区域资源环境绩效水

平相对较高。故城镇化水平对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应

分阶段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 

 

2 19902 19902 19902 1990----2009200920092009 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绩效评价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绩效评价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绩效评价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绩效评价    

2.12.12.12.1 基本思路基本思路基本思路基本思路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主要是利用各国资源利用和污染

物排放的相关数据评估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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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资源利用技术水平的相对高低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环

境压力的相对大小。根据国际上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及

保护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遴选了 8 类表征资源

消费和污染排放水平的指标，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

对世界上 39 个主要国家 1990-2009 年的资源环境综合绩

效进行评估。这 39 个国家中包含 18 个发达国家，21 个

发展中国家，2013 年其 GDP 总和(2005 年价美元)占世界

总量的 89.3%，因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2.2 2.2 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2.2.12.2.12.2.12.2.1 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体系的构建    

如表 1 所示，本文选取的 8 类指标包括：一次能源

消费强度、水泥消费强度、粗钢消费强度、常用有色金

属消费强度、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强度、能源使用二氧

化碳消费强度、人为二氧化硫消费强度和森林覆盖率。

其中，一次能源消费强度、水泥消费强度、粗钢消费强

度和常用有色金属消费强度 4 个指标侧重表征物质资源

利用绩效，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强度、能源消耗二氧化

碳消费强度、人为二氧化硫消费强度和森林覆盖率 4 个

指标侧重表征环境绩效。 

 

消费强度是资源消费量或污染排放量与国家 GDP

（2005 年价美元）的比值，能够更科学的表征资源利用

绩效及环境绩效。 

    

表表表表 1 1 1 1 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2.22.2.22.2.22.2.2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模型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模型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模型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模型    

    本文用于表征资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的指标数

据主要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7]
、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8]
、世

界能源统计年鉴
[9]
、国际水泥报告

[10]
、世界有色金属统计

年鉴
[11]

、钢铁统计年鉴
[12]

等。 

本文以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 REPI 来表征全球 39 个主

要国家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各国 REPI 的计算采用

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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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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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为 i 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 ijX

为 i 国第 j

项指标值，
jW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消除量纲的影

响，首先对初始值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为科学和简化

起见，指定各指标的权重均相等。 

    

2.3 2.3 2.3 2.3 评价结果与分析评价结果与分析评价结果与分析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计算 1990-2009 年全球

39 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评估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此基础上对各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

水平的评价结果及变动趋势分析如下。 

 

表表表表 2  19902  19902  19902  1990----2009200920092009 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指数值指数值指数值指数值    

（（（（1990199019901990 年年年年））））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1990199019901990 年年年年））））    

指数值指数值指数值指数值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    

（（（（1990199019901990----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年均变化率/%/%/%/%    

（（（（2000200020002000----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阿根廷 0.782 24 0.755 26 -0.280 0.095 

奥地利 0.869 10 0.868 7 -0.003 0.001 

澳大利亚 0.804 22 0.812 21 -0.013 0.067 

巴西 0.862 11 0.835 15 -0.538 0.371 

保加利亚 0.190 38 0.505    37    2.732 2.462 

目标层目标层目标层目标层    准则层准则层准则层准则层    指标层指标层指标层指标层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资 

源 

环 

境 

综 

合 

绩 

效 

 资源 

利用 

绩效 

一次能源消费强度 吨/万美元 负向 

水泥消费强度 吨/万美元 负向 

粗钢消费强度 千克/万美元 负向 

常用有色金属消费强度 吨/万美元 负向 

 环境 

 绩效  

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强度 千克/万美元 负向 

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消费强度 吨/万美元 负向 

人为二氧化硫消费强度 吨/万美元 负向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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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0.589 37 0.757    25    0.620 0.703 

丹麦 0.879 6 0.855    9    -0.004 -0.139 

德国 0.856 13 0.847    11    -0.116 0.060 

法国 0.870 9 0.862    8    -0.078 0.025 

菲律宾 0.752 28 0.698    32    -0.844 0.462 

芬兰 0.894 3 0.906    3    -0.079 0.148 

韩国 0.795 23 0.727    29    -0.945 0.479 

荷兰 0.845 16 0.822    18    -0.055 -0.084 

加拿大 0.817 21 0.823    17    -0.088 0.123 

罗马尼亚 0.595 36 0.709    31    -0.503 1.434 

马来西亚 0.724 30 0.682    33    -0.915 0.607 

美国 0.906 2 0.928    1    0.094 0.033 

秘鲁 0.822 20 0.821    19    -0.316 0.312 

墨西哥 0.825 19 0.824    16    -0.059 0.051 

挪威 0.880 5 0.871    6    -0.055 0.004 

葡萄牙 0.875 8 0.852    10    -0.128 -0.011 

日本 0.878 7 0.906    4    0.141 0.022 

瑞典 0.909 1 0.917    2    -0.051 0.098 

瑞士 0.887 4 0.880    5    0.080 -0.122 

沙特阿拉伯 0.778 25 0.642    35    -0.731 -0.278 

泰国 0.620 35 0.615    36    -0.849 0.812 

土耳其 0.761 27 0.717    30    -0.330 0.017 

委内瑞拉 0.774 26 0.771    23    -0.710 0.692 

西班牙 0.851 14 0.839    14    -0.188 0.114 

希腊 0.841 17 0.821    20    -0.334 0.208 

新加坡 0.692 31 0.750    27    0.578 -0.156 

匈牙利 0.674 33 0.765    24    0.072 0.598 

伊朗 0.634 34 0.430    38    -3.071 1.083 

意大利 0.857 12 0.845    13    -0.122 0.049 

印度 0.677 32 0.648    34    -1.075 0.857 

印度尼西亚 0.835 18 0.738    28    -1.285 0.643 

英国 0.849 15 0.846    12    0.011 -0.027 

智利 0.751 29 0.776    22    0.036 0.131 

中国 0.186 39 0.294    39    -0.256 2.699 

 

    

2.3.12.3.12.3.12.3.1 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地区差异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地区差异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地区差异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地区差异    

    2009 年，在参与评估的 39 个国家中，资源环境综合

绩效指数最高的是美国，最低的是中国，且美国的 REPI

值约为中国的 3.16 倍。位居前十名的国家全部是发达国

家，它们分别是美国、瑞典、芬兰、日本、瑞士、挪

威、奥地利、法国、丹麦和葡萄牙；资源环境综合绩效

指数最低的十个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它们分别是土耳

其、罗马尼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

伯、泰国、保加利亚、伊朗和中国。综合 2009 年 39 个

国家的资源环境绩效指数，发现发达国家的 REPI 平均值

为 0.86，而发展中国家的均值仅为 0.69，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高于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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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22.3.22.3.2 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变动趋势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变动趋势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变动趋势世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变动趋势    

    1990-2009 年近 20 年的时间里，全球各国资源环境

综合绩效排序有一定的变动。分析 39 个主要国家 1990-

2009 年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发现，发达国家各年的资源

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基本上稳居前列，但相对位序有不同

程度的变动，美国与瑞典一直在 39 个国家中的前三位徘

徊。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高资源环境绩效排名，发展中国

家一直在低位徘徊，伊朗、中国、保加利亚、印度、泰

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等七个国家在参与排名的 39 个

国家中一直处于最后十名的位置。 

 

    中国在 1991-2009 年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始终最

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

带来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1990-2009 年

间，中国的 GDP（2005 年价美元）增长了 7.89 倍，而一

次能源消费增长了 2.17 倍，水泥消费增长了 6.54 倍，

粗钢消费增长了 7.70 倍，常用有色金属消费增长了

12.59 倍，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消费增长了 2.01 倍、人为

二氧化硫消费增长了 0.39 倍。可见中国能源利用的增幅

之巨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少见的，较高的能源利用强度

和环境破坏阻碍了中国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2.3.32.3.32.3.32.3.3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趋同性分析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趋同性分析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趋同性分析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趋同性分析    

    分别计算 1990-2000 年、2000-2009 年间 39 个国家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年均变化率，结果如表 2 所示。

分析表 2 可发现， 

     

    1990-2000 年间，REPI 年均变化率是正值的有 12 个

国家，其中保加利亚、波兰、新加坡、匈牙利、智利是

发展中国家，其余均为发达国家；2000-2009 年间，REPI

年均变化率为正值的有 32 个国家，剩余 7 个国家中仅新

加坡和沙特阿拉伯是发展中国家。1990-2009 年间，发展

中国家 REPI 年均变化率的均值为 0.256%，而发达国家的

均值为-0.023%；尤其 2000-2009 年间，发展中国家 REPI

年均变化率的均值为 0.67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均值

（0.03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

资源环境绩效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有望逐步缩短与发达

国家间的差距。尽管中国在 39 个国家中的排名一直处于

最低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年

均变化率提升幅度明显。2000-2009 年间中国的 REPI 年

均变化率为 2.699%，远远高于同期间 REPI呈现增长的其

余国家 REPI 年均变化率均值（0.483%）。 

     

    进一步作 39 个国家 1990-2000 年间、2000-2009 年

间 REPI 增长率与国家基期年份资源环境绩效指数的散点

图，发现 2000-2009 年期间各国资源环境绩效的增长率

与国家基期年份资源环境绩效指数基本呈现反比关系，

因此得出结论：国家间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呈现趋同趋

势。 

 

3 19903 19903 19903 1990----2009200920092009 年世界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年世界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

的相关分析的相关分析的相关分析的相关分析    

    

3.1 393.1 393.1 393.1 39 个国家人口发展变动趋势个国家人口发展变动趋势个国家人口发展变动趋势个国家人口发展变动趋势    

    人口发展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口, 随着方式的进步, 

条件的变化, 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及其与外部的关系不

断由低级向高级的过程
[13]

，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的增长、

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改善及人口分布的变动。

本文分别采用总和生育率反映人口增长，采用人类发展

指数（HDI）反映人口素质，采用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比重反映人口年龄结构，采用城镇化率反映人口城乡分

布。 

     

    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
[14]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15]

。利用 1990-2009 年各国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

出以下人口发展变动的区域差异： 

 

(1)各国的总和生育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且区域差异趋

于缩小。1990 年总和生育率水平较高的国家有沙特阿拉

伯、伊朗、菲律宾及印度等国，但这些国家至 2009 年的

下降幅度较大，其中沙特阿拉伯由 1990 年的 5.844 下降

至 2009 年的 2.898。各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向着 1.8-

2.1 的区间靠近。 

 

(2)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发达国家的

HDI 平均水平一直高于发展中国家，表明发达国家相对发

展中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口素质水平。1990-2009 年，发达

国家的 HDI 值及排名波动起伏较大，而发展中国家如中

国基本呈现较稳定上升的态势。 

 

(3)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除挪威外，其他国家 65 岁及以

上人口所占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国人

口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年龄结构变化较突出的有韩

国、泰国、新加坡、伊朗、土耳其、巴西等国。1990-

2009 年间，39 个国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平

均上升了 33.19%，其中发达国家上升了 21.57%，发展中

国家则平均上升了 43.14%，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

结构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 

 

（4）1990-2009 年间，除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等国

家的城镇化率有小幅度的下降外，其余各国城镇人口比

重均呈上升态势，新加坡的城镇化率始终维持在 100%。

至 2009 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已达 77.86%，而发

展中国家也平均达到了 69.04%。 

    

3.2 393.2 393.2 393.2 39 个国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相关分析个国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相关分析个国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相关分析个国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相关分析    

    基于 1990-2009 年全球 39 个主要国家人口发展分项

指标数据及 REPI 值，可以分别分析总和生育率、人类发

展指数（HDI）、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和城镇化率与

各国资源环境绩效变动情况的相关性，主要结果如下：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随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现先增加

后小幅度下降的态势，在总和生育率为[1.3,2.2]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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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REPI 维持最高的水平。资源环境绩效变动与人类发展

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62，随 HDI 的提高区域资源环境综

合绩效水平基本呈现上升态势。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

重与区域资源环境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03，利用 1990-

2009 年各国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与对应各国资源环境绩

效作散点图，发现资源环境绩效水平随 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重的增加呈缓慢下降态势。城镇化率与区域资源环境

绩效的变动呈线性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2。进一步作

关于区域资源环境绩效与城镇化水平的散点图，发现城

镇化率每提高 1 个单位绝对量，对应资源环境绩效水平

提高 0.005个单位绝对量。 

    

4444 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    

4.1 4.1 4.1 4.1 计量模型的建立计量模型的建立计量模型的建立计量模型的建立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主要用来反映国家或地区间资源

利用技术水平及人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

境产生压力的大小，其必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

平、人口发展状况、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方

便研究人口发展对区域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拟将

总和生育率、HDI、城镇化率、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作为

解释变量，人均 GDP 和服务业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利用

1990-2009 年各国的相关数据模拟人口发展对区域资源环

境综合绩效的影响。建立模型时，解释变量、控制变量

和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以此减小异方差性的影响。建

立的计量模型基本公式为： 

 
εββββββ +++++++= it6it5it4321 SERGDPDISSTRQUAGROAy itititit

 

式中， ity
表示 i 国家第 t 年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A 为

常数项， itGRO
、 itQUA

、 itSTR
和 itDIS

分别代表 i

国家 t 年的人口增长、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

布，模拟过程中分别采用总和生育率、HDI、65 岁及以上

人口所占比重和城镇化率来表征， itGDP
、 itSER

分别

代表 i 国家 t 年的人均 GDP 和服务业所占比重，ε 代表

误差项。 

    

4.24.24.24.2 模拟结果分析模拟结果分析模拟结果分析模拟结果分析    

鉴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巨大的差异性，故将 39 个国家分为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分别模拟。模型 1 与模型 3 分

别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均 GDP、服务业比重

对区域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影响的模拟，而模型 2 与模型 4

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人口发展变量的模拟。根据霍斯曼检

验结果，除模型 4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外，其他三个模型

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模拟结果如表 3 所示，分析模拟

结果可得以下结论： 

 

四个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人均 GDP 和服务业所占

比重对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均为正，且两者对发展

中国家影响的弹性系数相对发达国家要高，表明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带来区域资源环境

综合绩效水平的提高，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发

达国家。 

 

根据模型 2模拟结果，HDI 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

变动的影响为正，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结

果表明 HDI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

水平相应提高 0.066 个百分点。这表明发达国家人口素

质的提高带来了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提高了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及环境保护水平，促进了该国资源环境综合绩

效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率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

的影响为负，且在 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城镇化率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家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相应降

低 0.049 个百分点。对模拟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在现有

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城镇化率的提高并不能

继续有效提高资源利用和环境的绩效水平，而是可能因

为人口过度集中到城市而超过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导致

该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的降低。总和生育率和 65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影响的模

拟结果不显著。 

 

    模型 4 模拟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对发展中国家资

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为正，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

过检验，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

家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相应提高 0.328 个百分点。

分析其主要原因是：21 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

仍保持在控制水平范围内，即随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人

口总量增加且年龄结构向年轻化改善，对资源开发利用

和环境保护的正向影响大，区域资源环境的综合绩效水

平相应提高。HDI 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

为负，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结果表明 HDI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对应该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降低

0.325 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的提

高并未带来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水平的提高，

而是可能受其中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影响，人口数量增

加加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降低了该国资源环境绩

效水平。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

效变动的影响为负，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结果表明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

家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相应降低 0.172 个百分点。这表

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造成劳动

力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进而导致人口对资源利用和环境

保护的技术水平下降，使得该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

降低。城镇化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影响的

模拟结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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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3   3   3   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结果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结果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结果世界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的计量模拟结果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1111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2222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3333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4444    

人均 GDP 0.061 

（11.40） 

0.065 

（10.40） 

0.183 

（7.74） 

0.468 

（12.97） 

服务业比重 0.370 

（2.52） 

0.040 

（2.09） 

0.217 

（4.20） 

0.187 

（ 4.35） 

总和生育率  0.010 

（0.99） 

 0.328 

（ 7.57） 

HDI  0.066 

（2.99） 

 -0.325 

（-5.97） 

城镇化率  -0.049 

（-1.81） 

 0.005 

（0.06） 

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重 

 0.018 

（1.58） 

 -0.172 

（-2.62） 

常数项 -0.409 

（-14.59） 

-0.362 

（-8.13） 

-1.238 

（-12.19） 

-2.234 

（-14.49） 

R
2

 0.376 0.404 0.222 0.500 

F    197.74 

N 360 360 420 420 

    

5555 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评估各国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的基础上，

构建计量模型模拟人口发展各项指标对 REPI 变动的影

响，主要的结论如下： 

 

（（（（1111））））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始终稳居前列，而发

展中国家一直在低位徘回，且在 1990-2009 年的时间序

列上，发展中国家 REPI 的年均变化率要高于发达国家，

国家间资源环境综合绩效变动呈现趋同趋势。 

（（（（2222））））人均 GDP 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对各国资源环境绩效变

动的影响均为正向，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发达

国家。 

（（（（3333））））HDI 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为正，每

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相应提

高 0.066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

变动的影响为负，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的资源环境

综合绩效相应降低 0.049 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和 65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影响的模

拟结果不显著。 

（（（（4444））））总和生育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的影响

为正，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该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相

应提高 0.328个百分点。HDI 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绩效

变动的影响为负，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对应该国的资源

环境综合绩效降低 0.325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对发展中

国家资源环境绩效变动影响的模拟结果不显著。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综合考虑人口发展对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的影响机制，未雨

绸缪，着重从控制适度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调整

人口结构、完善人口分布等几个方面入手，为资源环境

绩效水平高质高速发展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好铺

垫。一方面，合理控制人口增长，按照人口学理论，生

育率为 2.1 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政府应不断调整人

口控制政策，确保生育率达到合理水平，引导人口适度

增长；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开发利用资

源及环境保护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三，不断调整人口结

构，老龄化人口结构不但会加重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而

且会制约资源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应在控制人口适度

增长的同时合理引导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最后，根据

模拟结果，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应合理控制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保证适度和优质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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