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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分布上具有非

良性的耦合，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地

区。当前，生态脆弱区贫困现状致使当地居民为了摆脱

贫困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脆弱区农村

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传统扶贫模式已不再能够全面

解决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问题。因此，要使得生态脆弱

区实现扶贫的可持续，就必须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

保护自然，运用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和

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从区域差异上讲，生态脆弱区具

有自身的贫困特征，造成贫困局面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本文通过对生态脆弱区贫困的特征、原因和现有的扶贫

成效进行分析，试图构建“生态资本投资、生态产业发

展、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的四位一体的生态式扶贫机

制，旨在缓解生态脆弱区贫困局面，实现生态脆弱区扶

贫的可持续，最终达到生态脆弱区实现脱贫的目的。 

 

1 1 1 1 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特征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特征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特征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特征    

1.1 1.1 1.1 1.1 贫困面广贫困面广贫困面广贫困面广    

2014 年国家公布了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另外，我

国生态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 60%以上，主要分布在北方干

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

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根据贫困县和生态脆弱区分布

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生态脆弱区与贫困地区在地

理分布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由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弱，因此，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很容易导致恶化，从而使得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面广且

难以摆脱“扶贫-开发-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 

    

1.21.21.21.2 生态贫困严峻生态贫困严峻生态贫困严峻生态贫困严峻    

由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地形地貌的复

杂性，并且长期受到旱灾、涝灾及风沙等自然灾害的交

替发生，这对农业生产、工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当

地人民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从而使得

生态贫困形势严峻。此外，生态脆弱区农村居民只是片

面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生态资源可以转换的生

态效益，进行毁林开荒、开山采石、乱砍滥伐等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造成了生态脆弱区农村水资源、土地资

源、空气质量等日益恶化，使其生态资源优势难以转换

为经济优势，从而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

性循环。总体来说，我国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贫困严峻

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 

    

1.31.31.31.3 受气候影响大受气候影响大受气候影响大受气候影响大    

气候变化都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生态脆弱区农

村贫困，并且影响程度大。直接的影响是指极端恶劣的

天气将会对生态脆弱区农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居民的

生命财产等造成严重的损失，直接导致贫困的发生和返

贫现象的产生。间接的影响是指气候变化会对经济增长

将产生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受挫会造成社会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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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而会致使生态脆弱区农村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

倒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会加剧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

的发生率，都给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巨大的损

失，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扶贫工作

中一个新的挑战。 

 

2222 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原因分析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原因分析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原因分析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原因分析    

2.12.12.12.1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我国生态脆弱区农村覆盖面广，自然条件普遍较

差，容易发生洪涝、干旱、泥石流、滑坡和沙尘暴等自

然灾害，给农村土地和农作物带来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

的损失，从而直接影响到生态脆弱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

平。某种情况下，这也是导致返贫现象反复出现的原

因。据 2008年《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报告，

自然灾害造成生态脆弱区经济损失高达 2000多亿人民

币，并呈年均 9%的速度递增，这一增长率甚至高于某些

生态脆弱区 GDP的增长率。因此，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是导致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2.2.2.2.2222 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产业发展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遍地开花，但生

态脆弱区农村主要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当然，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态脆弱区

农村存在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许多城市家庭也会选择

周末去农村度假，农村的第三产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

但是总的来看，生态脆弱区农村目前主要还是以发展农

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比较低。而受

到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传统农业将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农民的收入也会遭受损失。因此，生态脆弱

区农村由于没有发展特色产业或是产业发展水平低下，

也会使其难以摆脱贫困。 

 

2.2.2.2.3333 政策机制不够完善政策机制不够完善政策机制不够完善政策机制不够完善    

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具有难度大、多维度和综

合复杂等特性，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出现了政府在生态脆

弱区农村扶贫开发政策机制上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宏

观层面上，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开发管理机制和扶贫对

象瞄准机制不够完善。中观层面上，生态脆弱区农村扶

贫模式有待完善。微观层面上，生态脆弱区农村没有建

立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民主参与机制。因此，要

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扶贫

机制的创新，结合生态脆弱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改变扶贫

模式，实施生态式扶贫机制。 

    

3 3 3 3 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    

3.13.13.13.1 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有所下降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有所下降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有所下降生态脆弱区农村贫困有所下降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的实

施，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1 年的 9030万人降至 2010

年的 2688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01 年的 9.8%降至 2010

年的 2.8%。而我国有 74%的贫困县存在于生态脆弱区，

约占全国贫困县总人口的 81%（李周，1997；胡鞍钢，

2010），由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国际扶贫组织乐施

会共同发布的《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

（2009）称我国有 95%的绝对贫困人口是生活在生态脆弱

区。因此，由 2010-2010 的扶贫工作成效可以看出，生

态脆弱区农村贫困面也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另外，为

了跟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贫困标准在 2011 年底

调整至 2300元，农村扶贫面惠及到 12238 万人，贫困发

生率达到 12.7%，此时贫困面的扩大是受主观性的调整。

但经过扶贫攻坚事业的不断推进，2013年我国贫困人口

降至 8249万人，相比 2011 年少 3989万人，扶贫工作取

得的成效可喜，贫困面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1-2013

年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见图 1。 

 

3333....2222 生态脆弱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生态脆弱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生态脆弱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生态脆弱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脆弱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脱

贫致富的重要物质基础，生态脆弱区农村基础设施的加

强将是早日实现生态脆弱区农村摆脱贫困的基石。据相

关数据统计表明，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与基础设施建

设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关系，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

设能够有效促进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随着扶贫工作的不

断推进，生态脆弱区农村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其基础

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截至到 2010 年，我国农户所在行

政村的四通情况为：通电率 99.8，通公路率 96.9%，通

电话率 96.9%，能接受电视节目比重为 97.7%（中国农村

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年版），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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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 1. 1. 1. 2001200120012001----2013201320132013 年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图年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图年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图年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图    

注：2003-201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农村 2011 年贫困监测报告》， 

2011-2013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  4  4  4  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在

扶贫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具体到扶贫措施主要问题

表现为： 

 

4444.1.1.1.1 生态脆弱区农村整村推进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整村推进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整村推进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整村推进所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村级统计资料，生态脆弱区农村

贫困村的选择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相关

课题组推荐的标准进行，然而在整个选择过程中各地有

很大的灵活性，使得各地所选择出来的贫困村不具有可

比性，形成了贫困村的漏洞。因此，在生态脆弱区整村

推进扶贫工作中要完善贫困村瞄准机制，提高贫困村瞄

准精度。 

 

4444.2.2.2.2 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搬迁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搬迁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搬迁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搬迁所存在的问题    

扶贫搬迁的资金不足。扶贫搬迁所投入的资金主要

是以政府投入为主，除了中央政府的扶贫搬迁资金能够

保证之外，地方政府扶贫搬迁补偿资金却很难有保证。

同时，社会资金参与扶贫搬迁补偿的情况也没有动员起

来，生态脆弱区农村扶贫搬迁存在资金缺口。另外，生

态脆弱区农村搬迁后对其生产生活不适应。搬迁之前，

主要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生活消费的柴米油盐基本

上能够自给；而搬迁之后，多数家庭转变成以非农业生

产活动为主，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性消费比重增加，以及

搬迁后人生地不熟，以及农民缺乏从业技能，从事非农

活动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很多搬迁的贫困农户都会

产生不适感。 

 

4444.3.3.3.3 生态脆弱区农村雨露计划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雨露计划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雨露计划所存在的问题生态脆弱区农村雨露计划所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生态脆弱区农村针对贫困户劳动力的转移培

训过程中存在瞄准目标的偏离。由于贫困家庭难以支付

培训的费用，在培训招生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监督机

制，从而导致了非贫困户劳动力的进入，出现转移培训

过程中瞄准目标的偏离，使得宝贵的机会和资源没有惠

及到最需要扶持的贫困家庭。二是培训内容和培训质量

有待改进。由于参与培训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且参差

不齐，培训的内容应对培训对象具体的综合情况做出相

应的调整。另外，培训内容应紧密结合市场需求，提高

培训质量。 

除了以上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扶贫措施存在的问

题，生态脆弱区农村信贷扶贫和产业扶贫等措施中也存

在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赘述。 

 

5555 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式扶贫机制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式扶贫机制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式扶贫机制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式扶贫机制    

5555.1 .1 .1 .1 生态生态生态生态资本投资资本投资资本投资资本投资机制机制机制机制    

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突破中国生态脆

弱区农村的贫困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转变的

基础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而生态资本投资便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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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生态脆弱

区农村生态资本类型和扶贫范围，明晰生态资本的投资

主体，建立健全生态资本投资的保障机制。然而，要想

使得把生态资本转化为扶贫的经济来源，就要对生态资

本进行科学的运营。一般地说，生态资本运营其实就是

把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当作一种资本进行运营，利用生

态资本的保值和增值的属性从中获取利润的现象，在形

式上可以体现为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资本化过程。生

态脆弱区农村扶贫实践过程中，生态资本运营是指在发

展生态产业过程中，生态资本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将“生

态资产”作为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社会经济生

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利用生态技术实现生态资产的形

态变化，通过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实现生态资产的价值

转换，依靠生态消费市场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增殖的全部

活动和过程（如图 2所示）。 

 

 
图图图图 2. 生态资本生态资本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投资投资投资投资-运营运营运营运营-扶贫扶贫扶贫扶贫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生态资本投资机制是指促进生态资本良性运营的工

作原理、相关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从本质上看，生态

脆弱区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目标是借助生态资本的良性

运营从而缓解当地的贫困问题。一方面能够维护、改善

和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维持当地生态资本存

量的非减性；
[1]
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态脆弱

区农村的生态敏感性，增强器生态适应能力，从而促进

其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最终使得生态脆弱区农村能够

达到摆脱贫困的能力。 

 

5555.2 .2 .2 .2 生态产业扶贫机制生态产业扶贫机制生态产业扶贫机制生态产业扶贫机制    

立足于生态脆弱区农村的生态条件、贫困状况和产

业基础，着力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培

养一批有市场、能富民和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优势生态产

业。一是调整生态脆弱区农村的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生

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生态脆弱区农村的资源禀

赋、自然环境特点及容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

局，重点发展与生态脆弱区农村生态资本条件相适宜的

特色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产业。二是开展生态脆弱区农

村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示范。针对不同类型生态脆弱

区农村的生态资本特点，编制适合不同生态脆弱区农村

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产业规划，并选择典型

区域进行试点示范。 

5555.3 .3 .3 .3 生态移民扶贫机制生态移民扶贫机制生态移民扶贫机制生态移民扶贫机制    

生态移民是指为了生态脆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将

生态脆弱区农村的生态超载人口迁到生态承载能力高的

地区，从事农、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且应以不破坏

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为原则
[2]
。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减少集中

生态脆弱区农村的人畜承载量，有效减轻人畜活动造成

的水土流失，巩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建设成果，提高生

态资本投资效益，消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贫困
[27]

，实现

“下山脱贫”的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向脆弱生态区和民

族区域集中的特征，决定了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将有利于

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少数民族区域发展的关系。对生

活在生态条件恶劣地区的少数民族困难群众实施扶贫生

态移民，通过整合政府支农投资，有效解决搬迁人口及

安置区原有群众的长远发展问题，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

生态资产 生态资本 

生态建设 
生态扶贫 生态市场 

生态环境资源 生态产品、服务 

生态投资 

要素投入 
生态技术 形态变化 

生态消费 价值实现 

生态补偿 

生态修复 
环境改善 

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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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

义。 

 

5555.4 .4 .4 .4 生态补偿式扶贫机制生态补偿式扶贫机制生态补偿式扶贫机制生态补偿式扶贫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地

区都不愿意因进行大规模生态建设而放慢自身的发展速

度，至少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同时，生态建设者与受

益者常常会发生分离，这使得生态建设者不愿自己因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而丧失发展机遇而其他地区却享受环境

保护的成果。但是，如果从外部给予生态建设者相应的

经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甚至使其从中受

益，就有可能激发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因此，如何协

调生态建设者与受益者的现实矛盾，平衡生态建设者的

投入和收益，充分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就成为生

态补偿机制构建与政策完善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3]
。 

 

从图 3可以看出：生态资本是有价值的
[4]
，生态资本

的使用、保护或破坏也是有成本的，但生态资本的成本

存在外部性，由此造成了生态资本成本的不完全性。要

完全化生态资本的不完全成本，就要内部化成本的外部

性，可通过实施生态补偿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运用

政府补偿、市场补偿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补偿（混合补

偿）、社会补偿的方式，构成生态资本外部化成本的分

摊机制，以此对生态资本的不完全成本进行补偿，最终

促进集中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

实现区域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
[5]
。

 

 

图图图图 3333 生态补偿机制的逻辑框架生态补偿机制的逻辑框架生态补偿机制的逻辑框架生态补偿机制的逻辑框架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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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集中生态脆弱区的扶贫机制、方式和战略。生态脆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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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脆弱区分布范围广，

分区情况差异大，在扶贫的具体路径和措施应当有别。

本文从中国生态脆弱区的整体出发，就减缓生态脆弱区

的贫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制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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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生态移民与生态补偿的扶贫

机制，最终目的是促进生态脆弱区脱贫致富、经济发

展、生态良好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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