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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EnvironmentalandNatural
ResourceEconomics:AContemporaryApproach)的第三版保留了针对广大

学生对于制订环境课题的重点关注。本书凝聚了作者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环境

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课程教学20多年的经验和体会。它反映了环境课题的重

要性,同时,阐明了更广范围地了解人类经济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必

要的。

典型地,参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们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肃性,同
时,还需要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策方案。一些学生可能对环境政策方面感兴

趣,另一些学生则对职业、个人生活和社交等相关方面问题感兴趣。在任何一

种情况下,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都使我们对于这类课程给予很高的热忱。这份

热忱正是上苍赐与那些设法给边际成本和效益曲线注入活力的教师们的一份

特别的恩惠。

然而,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由于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方法应用于环境经济

学,这份最初的热忱迅速地被熄灭了。其中,传统方法的主要局限在于新古典

主义微观经济技术的专用。这种标准的微观经济学观点强烈地暗示了任何事

物的重要性都能够通过价格进行衡量,虽然许多重要的环境职能还不能完全

地通过金钱捕捉到。同时,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观点难以从本质上研究

“宏观的”环境课题,如全球气候改变、海洋污染、臭氧枯竭、人口增长以及全球

碳、氮和水循环系统。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作者展示出一种替代的方法。除了标准经济学原理,

这种替代方法还引入了生态经济学,因此,给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角。在

作者的观念中,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标准微观经济学分析的

许多要素是分析资源和环境课题的基础。同时,在人类和自然系统的相互作

用上,意识到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效益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生态与生物物理的

引入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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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新内容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的第三版根据世界环境政策的发

展与对教学应用的评论与建议进行了更新。

第三版中新的内容包括:
● 添加了关于水资源经济的章节,包括对水资源需求管理、水资源定价

与水资源自由化等方面的分析。
● 添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章节,包括从资源与能源投入的

解耦产出以及推进绿色经济的相关政策。
● 提供了气候变化的新的科学证据,并添加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

新的章节,包括技术潜力、减排成本与给予地球大气信托基金(EarthAtmos-

phericTrust)和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DevelopmentRights)的建议。
● 增加了关于经济价值评估技术应用的更多内容,包括评估新的汞管制

规则、重视生命、估计海湾石油泄漏产生的影响。
● 增加了关于“绿色”国家收入会计的新内容,包括调整后的净储蓄、真

实发展指标(GPI)、美好生活指数与环境资产账户。
● 添加关于人口发展的新段落,包括变化的生育率、2050~2100年的预

测以及人类生态足迹。
● 增加了处在变化中的食物供应规划、“食物危机”的影响、处于上升的

肉类消费量以及生物燃料的有关内容。
● 提供了不断上升的矿物价格最新数据与化石燃料供应限制的新规划、

关于化石燃料补贴的讨论、转型至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所有的数据都更新至可以反映最近的趋势。涵盖正规分析的章节都增加

了新的附录,这样可以提供有关分析技术的更深层次信息。

文章结构

本书适用于多门课程。它以基础微观经济学为背景,并且可应用于高级

大学课程或者是政策导向的硕士课程。第一部分为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环境

交互作用的基础问题的不同经济分析方法提供了广阔的视角。第二部分涵盖

了标准环境与资源经济的基础知识,包括外部性理论、资源跨时期配置、公共

财产资源、公共物品与估价。第三部分介绍了生态经济学方法,包括国家“绿
色”账户与经济/生态模型。

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将这些分析方法应用于环境与资源的基本问题。第

四部分关注人口、农业与环境,回顾了不同的人口理论,概括了世界农业系统

的环境影响,并且讨论了对人口与食物供应问题的政策反应。第五部分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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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问题。

第六部分提供了污染控制经济的标准分析,增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之间

关系的章节与演示全球气候变化的两个章节。第七部分将之前贸易与发展问

题部分的一些具体主题中的内容放在了一起讨论。

学生与教师的教学辅助

每一章都准备了问题讨论,而且有更多的章节添加了数值问题集。每一

章节的关键部分都用详尽的词汇进行了说明。本书将有用的网址也都罗列出

来。希望教师与学生可以物尽其能地使用本书的支持网站:http://www.

gdae.org/environ-econ。

教学网站中有教学提示与目标以及测试试题与习题答案。学生网站则包

括了章节回顾问题、网上练习,并且定期会在公告栏中更新最热门的环

境问题。

鸣谢

要写出一本覆盖多个领域的教科书,除了支持资料以外,也是一个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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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aDubson与 AliciaHarvey为之前的版本做出了贡献。LaurenDenizard
与ErinCoutts提供了行政支持。

这本书得益于 KrisFeder、RichardHoran、GaryLynne、HelenMercer、

GerdaKits、GinaShamshak、JinhuaZhao、JohnSorrentino、RichardEngland、

MaximilianAuffhammer与GuillermoDonoso等评论家的评价,并且从这本

书中可以看出我们从斯塔夫大学与其他机构的同事的成果中学到了很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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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言:经济和环境





第1章 不断改变的环境观念

焦点问题

● 21世纪我们面对的主要环境问题是什么?
● 经济学怎样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 经济观念和生态观念有何不同? 我们怎样综合利用这两种观念去解

决环境问题?

1.1 经济与环境

在过去40多年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群体、国家以及地球正面临着环境

问题。在这个期间,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大规模地快速增多。在1970年,

美国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来应对当时公众开始关注的空气和水资源污染问

题。在1972年,第一个有关环境的国际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

斯德哥尔摩召开。自此,全世界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聚焦

于地球臭氧层的损耗、热带和原始森林与湿地的破坏、物种灭绝、不断增长的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全球主要议题。20
年后,在联合国里约20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世界各国“重申承诺”去整合环

境与发展,但承认对于这些目标取得的进展有限。1 在2012年,联合国环境组

织(UNEP)做出《全球环境展望5》(GlobalEnvironmentalOutlook5)报告,

发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蓬勃发展的经济体正在动摇生态系统稳定性”。根据

这个报告:

20世纪具有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扩张的特点,人口翻两番达到70
亿人(至2011年),全球经济出口增长超过了20倍。这种扩张随着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规模、强度、角色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环境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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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正在以这样快速度、大规模、高覆盖的方式增长、演化、组合,它们给

环境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

UNEP报告证实在一个通过国际协议实现排放量大量减少的地区,排除

臭氧层损耗的因素,在大气、土壤、水源、生态、化学物质以及污染方面,1992
年UNCED定义的问题依旧在持续或者变得更差。UNEP的《全球环境展望

报告》定义了淡水海洋的氮污染、接触性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林地和淡水

生态系统的危害、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海洋渔业过度开发为全球主要问题。这

些问题的根本是全球人口增长,每年人口增长规模超过7000万。全球人口

在2011年超过70亿人,并被预期至2050年将增长到90亿人左右。

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市民开始设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未来将会怎么

样? 我们是否能够正确且及时地应对这么多重大威胁以阻止对我们生活的行

星系统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组成之一且很少得到足够关

注的是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

然而,一些人认为,环境问题高于经济问题,应该用不同于经济学分析中

金钱价值的方法进行判断。的确,这个观点有些道理。然而,我们发现环境保

护政策经常用它们的经济成本进行衡量,有时也被否定。例如,有高度商业开

发价值的空地极难被保留下来,无论是在购买这块地所需金钱数额大量上涨

方面或是必须战胜反对锁定这块地的政治反对派力量方面。随着不断增长的

经济压力,环境保护组织面对的是一场持续性的战斗。

公共政策问题往往产生于发展和环境的冲突方面。一个例子是近期

关于通过水力压裂法获得天然气的争论。生产天然气是有利可图的,并
且可以提升国家的能源供给,但是对社会是有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

然而,那些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国际共识的反对者往往争辩这些方

法的经济成本太高。增加石油生产的支持者与保护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区的倡导者是冲突的。在发展中国家,人类需求的急迫性与环境保护

的冲突更加巨大。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付出高昂的环境价格? 尽管所有经济发展必定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环境,但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是否可能? 如果我们必须在

发展与环境之间做出一个权衡,满意的平衡怎样才能够达到? 这些问题突出

了环境经济的重要性。

两种途径

在这本书中,我们探索了处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之间关系的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或者说传统的一条途径,用一系列立足于标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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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模型和技术应用在环境经济概念上。a 第二种途径被称为生态经济①

(ecologicaleconomics),它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3 不是给环境提供一个经济

学概念,而是生态经济将经济活动置于支撑生命的生物和物理系统的范畴下,

包含所有人类活动。

传统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理论下的几个模型具体地处理了环境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

一个重要运用之一是应对不可再生资源②(nonrenewableresources)的采集问

题。这个分析在理解诸如石油煤炭资源的消耗问题以及可再生资源③(re-
newableresources)如农业土壤的应用上都十分重要。其他经济分析处理一

些公共财产资源④(commonpropertyresources),如大气和海洋以及国家公

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共物品⑤(publicgoods)。因为这些资源不是个人拥

有的,管理它们使用的经济原则不同于那些在市场中被交易的物品的原则。

环境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另一个中心概念是外部性⑥(externalities),即外

部成本和收益。外部性理论为分析经济活动带来环境损害的成本以及经济活

动改善环境带来的社会收益提供了一个经济框架。有些时候,外部性被称作

第三方效应⑦(third-partyeffects),因为涉及两个方面的市场交易,例如,一个

人在加油站加油,影响了其他人;又如,暴露在因生产汽油、燃烧汽油造成的污

染中的那些人。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现代环境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很多问题,从渔业过度开

发到化石燃料消耗再到绿地养护。在本书中,我们研究了这些经济理论怎样

用来应对环境问题并为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

生态经济学视角

生态经济学在表述环境问题上将其纳入自然科学规则,从而提供了一个

更广阔的视角。例如,在理解许多重要海洋的渔业倒塌上,生态经济学会参考

人口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将鱼看作生产资料的经济观点。

生态经济学理论强调能量资源(特别是石油)在当前经济系统中的重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 新古典主义的价格理论,建立于边际效用概念和边际生产概念,强调市场价格在平衡需求供给方面
的基本功能。

生态经济:一种经济视角,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子集,遵循生态法则。
不可再生资源:有固定供应量的资源,如矿石和石油。
可再生资源:可以由生态系统持续供应的资源,如森林、渔业会因物种的灭绝而耗竭。
公共财产资源:没有私人产权,所有人都可享用的资源,如大气和海洋。
公共物品:可以被所有人使用的物品,并且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可获得性。
外部性:交易外的正的或负的能改变市场交易效益的影响。
第三方效应:在市场交易中对交易外的人们产生影响,如那些影响当地社区的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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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有生态系统依靠能量的输入,而自然系统完全依赖于太阳能⑧(solar
energy)。在20世纪,经济生产的高速增长需要巨大的能量输入,而全球经济

系统在21世纪感受到了更大的能源需求。能源的可获得性和对环境的影响

是生态经济的核心问题。

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经济活动受到环境承载力⑨(carryingca-

pacity)的限制。承载力是指可以保持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人口水平和消

费水平。例如,当牛群超过一定规模时,牧场会因过度放牧而减少潜在的食品

供应,从而导致数量的减少。

对于人口,这个问题则更加复杂。食品供应问题与全球人口十分相关,全
球人口在2012年超过70亿人,预计在2050年达到90亿人。但是生态经济

学家也指出,能源供应、稀缺的自然资源、积累的环境问题将制约经济增长。

他们称传统理论没有给这些因素足够的权重以及经济活动的性质结构变化需

要适应环境限制。

在本书中,我们从传统和生态视角研究环境经济。有时,这些理论有相同

的地方,但有时它们又会有极其不同的含义。判断哪些方法是有效的最好途

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应用,这个思想也贯穿了这本书。然而,首先我们必须理

解经济系统、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

1.2 环境分析的构架

我们怎么才能最好地概念化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 一种方法是以在大

部分经济课堂中用来描述经济进程的循环流动(circularflow)图开始。

循环流动模型

图1.1显示了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生产要素市场中的家庭和企业关系

的简易模型。生产要素一般指的是土地、人力、资金。这些要素作为生产商

品和服务的“投入”,而商品和服务反过来成为家庭的消费基础。商品、服务

和要素顺时针方向流动;它们的经济价值通过逆时针的资金流来反映。在

这两个市场上,供给需求的相互作用确定了市场出清价格,建立了产量的平

衡水平。

⑧
⑨


太阳能:有太阳持续不断提供的能量,包括直接太阳能和太阳能的间接形式,如风能和潮汐。
承载力:在可获得资源的基础上可持续下去的人口和消费水平。
循环流动:资源(如商品、货币和能源)在经济和生态系统中的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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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标准的循环流动模式

  在图表中,自然资源和环境体现在何处? 自然资源(naturalresources),

包括煤、水、石油、森林、渔业、耕地,一般都属于“土地”这一科目下。其他两个

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可以通过经济循环流持续再生,但是自

然资源是通过怎样的过程为未来经济使用而再生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需要考虑一个更大的循环流,这个循环流将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活动一起

考虑进来(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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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广义的循环流动模式

 自然资源:是指产生于自然的状态下,并且在经济活动中是有价值的,如煤和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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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更大的视角,我们注意到标准的循环流动图忽略了生产过程中

废物和污染物的影响。这些来自于工厂、家庭的污染源流入生态系统中的某

些地方,不是通过地面处置,就是直接污染大气、水源。

除了从生态系统中提取资源后又将污染排放到生态系统中的简单过程

外,经济活动还通过更微妙、更普遍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系统。例如,现代集约

化农业不仅改变了土壤和水系统的组成和生态,也影响了环境中的氮碳循环。

图1.2尽管仍比较简单,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将经济系统放置

在它的生态框架中。你会看到,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循环流,由物理生物定律决

定,而不是经济规则。这个更广的流只有一个净投入———太阳能,一个净产

出———余热。其余部分都通过某种办法在地球生态圈内再循环或保存。

经济流和生态流的接触点

为了理解经济系统、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我们将从明确自然系统

的不同功能开始。
● 环境的资源功能(sourcefunction)是指它为人类使用提供服务、原材

料的能力。资源功能的衰竭往往由于两个原因:(1)资源消耗(resourcede-

pletion):由于人类消耗速度大于资源的再生速度,使得资源在数量上耗竭。
(2)污染(pollution):资源的污染造成它的质量和功能性降低。

● 环境的降解功能(sinkfunction)是指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的能

力。但在给定时间内污染的数量过于巨大或者污染的毒性很大时,环境的降

解功能就会衰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所依赖的环境(经常发生于土壤、

水和空气)就会变得有害、有毒。
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这些关系明确了内圈经济流和外圈生态流的接触

点。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分析了经济系统循环和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

经济评估法

这种分析自然资源和污染流的传统经济方法,使用相同的应用于生产要

素、商品和服务的经济评估(economicvaluation)。这种分析寻求给经济的

每一种自然资源设定一个价格,包括那些通常不在市场上交易的投入,如干净

的空气和水源。经济技术也可用来获取污染损害和水处理的货币价值。

通过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功能提供一个资金价值,我们可以将它们纳入经







资源功能:环境提供服务和原材料,这些服务和原材料能够因人类的使用而被获得。
资源消耗:由于人类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存量的下降。
污染:有害物质排放造成的土壤、水和大气的污染。
降解功能:自然环境吸收废物和污染物的能力。
经济评估:从货币的角度评价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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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循环中。这是许多标准资源和环境分析的目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

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包括重新定义和重置产权、创造新的机构(如污染排

放许可市场),或者通过调查和其他方法评估其隐含价值。如果这些定价机制

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和环境损害的“真实价值”,我们就可以容易地把这些因

素包括在市场主导的经济分析中。

生态系统法

生态经济方法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集。在这个观点下,以价格

表达的经济评估不能完全抓住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些时候导致与生态系统

需求严重冲突。

生态经济学家总是说标准经济估价技术必须反映生态系统现实或者被其

他如聚焦于能量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平衡需求的分析所补充。正如我们将

要讨论分析的有关人口、能量、资源、污染的具体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标准和

生态经济视角在一些案例中有着相似的应用,但是在其他案例中,这两种方法

对有关合适的资源环境政策的结论显著不同。

例如,在处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将在第18章中详细讨论),传统的

经济方法涉及平衡成本和收益以避免未来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高造成的损害

或者更强的热浪被以经济项目进行评估并接着与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或

其他方法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比较。随后,制定政策提案以实现净利润

最大化。相反,生态经济方法首先看重稳定气候的自然需求,特别是对大气中

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限制。当稳定气候的自然需求确定之后,采取实

现这种分析的经济方法。

气候变暖问题的标准经济方法的应用往往导致为了避免大量经济损失而

使提案受到更多的限制。生态方法通常建议更为迅猛的行动以保持大气平

衡。成本最小化也是生态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但是仅当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

基本生物物理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1.3 微观环境经济和宏观环境经济

另一种研究标准法与生态法之间区别的方式是研究从微观经济角度和宏

观经济角度观测环境问题的不同。标准环境经济分析主要立足于微观经济

学,聚焦于个体资源和环境问题。然而,环境宏观经济学(environmental

 环境宏观经济学:为了在生态限制中平衡经济规模,将人类经济系统包含在生态的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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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s)将经济系统包括在更广的生态内容中。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系统的内部关系。

微观经济和评估技术

当我们能够成功地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定价时,标准微观经济理论的扩展

可以帮助解释怎样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services)的市场

中取得均衡。在微观环境经济(environmentalmicroeconomics)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的分析技术包括:
● 评价外部成本和收益。例如,估计酸雨污染造成损失的经济价值。可

以将这个经济价值同通过污染控制技术和减少污染活动的产出以解决这个问

题的成本相比较。我们可以将这些外部成本内生化(internalizingexternal
costs),如对污染活动征税。

● 将自然资源和环境当作资产(assets)进行评估,无论所有权是私人的

或共有的。这都需要考虑跨期资源配置(intertemporalresourcealloca-
tion),涉及资源是现在使用还是保留到未来使用的选择。标准经济技术用一

个折现率(discountrate)来平衡现在和未来的效益成本。在这项技术中,现
在的成本和收益比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要高一些,高多少则取决于采用的折现

率和未来有多远。
● 为环境自然设计合理的产权(propertyrights)原则,为公共资源的使

用和公共物品的供应建立规则b。例如,渔业的所有权可以是私有的,也可以

是共有的,可以通过政府销售捕鱼执照进行限制。类似地,野生动物保护区既

可以由私人拥有和管理,也可以作为公园存在。
●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cost-benefitanalysis)平衡经济成本和收益。

这往往涉及市场中可观察价值(如土地和商品的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估计(如
自然美和生物多样性的保存)的组合。例如,决定是否在一个未开发的山上建

造一个滑雪胜地,需要考虑对滑雪的娱乐价值的估计,这是对可获得的土地价

值以及对不易量化的如对水资源供应、野生动物和原生态的影响的估价。

在图1.2的双循环中,上述分析技术衍生较小的经济循环:在效果上,它











b 可以被公众无限制使用的资源和商品。更精确的定义将在第4章中给出。
环境服务:环境吸收废物和污染物,获取太阳能以及其他为经济活动服务的能力。
微观环境经济:用微观经济技术,如经济评估、产权原则和折现,决定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功能的有

效分配。
外部成本内生化:例如,通过税收将外部成本考虑进市场决策。
资产:具有市场价值的事物,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资源资产。
跨期资源配置:对资源进行时间配置。
折现率:将未来预期收益和成本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产权:某种资源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如土地拥有者有禁止他人非法侵入的权力。
成本—收益分析法:计算目标行动的所有成本和收益,以确定一个净收益的政策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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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经济系统中的定价概念应用于自然资源和污染的中间流,从而建立两个

循环之间的联系。当我们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可量化的问题时,这些方法似乎

是最合适的,例如,计算在公地上砍伐树木许可证的合适价格和计划工厂排放

废气许可权的合适形式。

宏观环境经济

估值技术在处理重要的且不可量化的价值时不是很有效,如美学、道德问

题和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它们也不能解决近几年来愈发重要的全球

环境问题(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例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臭氧

层空洞问题、物种减少问题与大范围的农业土地退化、水资源缺乏、森林和海

洋系统受创以及其他大规模环境问题需要一个更宽的视角。由于这个原因,

生态经济学家HermanDaly呼吁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种经济学需要不

同于之前讨论的标准经济技术的方法。6

在环境问题上发展出这样一个宏观的视角,需要将经济系统放在更广的

生态背景中。正如图1.2所示,经济循环流实际上是更大的生态循环流的一

部分。生态流实际上由许多循环组成。生态循环(ecologicalcycles)包括:
● 碳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绿色植被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分解变成碳和

氧气。碳被储存在植被中,一些植被被动物吃掉。碳通过动物的新陈代谢、有

机物的衰变或者通过燃烧再次与氧气结合,最终回到大气。
● 氮循环。大气中的氮通过土壤中的细菌和化学作用与氧气结合,成为

植物生长的必需营养素。
● 水循环。水循环包括降水、径流和水蒸气,为动植物不断地提供新鲜

的水。
● 其他有机循环。包括生长、死亡、腐烂和新生,在这里,必要的营养素

通过土壤循环为动植物提供生存基础。

所有这些循环由太阳能驱动,在一个超过千年演化的复杂平衡中运行。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活动是一个加速生态圈中物质吞吐

量(throughput)的过程。“吞吐量”表示能量和材料作为一个进程的投入和

产出的所有用途。

例如,现在农业为了获得更高的产量而大量使用人工化肥。过剩的营养

被雨水带走,造成环境问题和水污染。农业和工业都对水供给有很大的需求。






生物多样性:在一个生态群中,不同物种之间保持相互联系。
全球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影响全球,如全球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
生态循环:能源和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中流动。
吞吐量:在某过程中能源和材料总的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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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家庭使用,这些需求超过了自然水循环的能力,耗尽水库以及地下

蓄水。
加快资源吞吐量的最重要方式是使用更多的能源驱动经济系统。全球经

济系统中超过80%的能量来自于矿物燃料。燃烧这些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

破坏了全球的碳循环平衡。过量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积累,改变了决定全球

气候的进程,从而影响全球众多的生态系统。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系统对生态循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能源使用、资源

和水使用、废物生成的规模都在提高。于是,宏观环境经济问题就是怎样将经

济规模或者说宏观经济规模(macroeconomicscale)与支撑的生态系统相平

衡。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代表了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范式的转变,通常

的经济分析没有全面考虑生态系统的限制。

生态导向经济的应用

生态导向宏观经济涉及一个新的国家收入的测量方法,即在计算国家收

入时考虑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除此之外,生态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水

平和宏观经济水平都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建立在生态圈

中涉及能量及物质流动的物理定律上。在经济进程中应用这些定律,相对于

对环境问题的传统微观分析,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为了在经济增长和生态圈健康之间追求一个平衡,可持续发展(sus-

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将在第2章和第21章中具体讨论)被提了出

来。不会使自然“降级”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原生态的农

业和资源节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本章一开始列出的

许多资源环境问题,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孤立地看待

这些问题。7

1.4 展望

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两种方法去应对环境问题以进行经济分析?
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对具体的问题应用具体的方法。一开始,第2章对经济

发展和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概览。资源和环境经济的微观要素将在第3章

至第6章逐一给出。第7章和第8章包括了生态经济、环境会计和生态系统

建模等内容。




宏观经济规模:一个经济的总体规模,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系统对宏观经济的规模加以限制。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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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9章~第19章中,我们分别将标准经济分析技术和生态分析技术应

用于诸如人口、食物供给、能源使用、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和气候变化等主

要问题上。第20章和第21章将这些话题汇集到对环境相关贸易、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问题上来。

总结

21世纪的主要挑战是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应对这些挑

战需要对环境经济进行很好的理解。立志于自然保护的环境问题有经济成

本和收益,并且这个经济尺度在采纳政策时十分重要。一些情况需要在经

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在另一些情况中,这些目标是兼容的、相
互促进的。

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标准方法是用货币估值和经济

平衡的概念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环境问题上来。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

源的有效管理以及给污染一个合理定价。生态分析方法则是将整个经济系统

看成生态系统的一个子集。这种方法强调经济活动的需求必须受自然和生态

限制所约束。

标准方法的许多分析都是微观的,建立在市场活动之上。各种标准市场

分析可以被应用在经济活动损害环境或耗尽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其他经济分

析方法着眼于公共财产资源和公共物品的使用之上。

宏观环境经济,这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强调经济生产和地球上主要生态

圈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系统运行和自然系统的冲突造成了区域和全

球问题,如过量二氧化碳集聚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广义的方法需要一

个衡量经济活动的新方法,也需要对经济活动怎样影响自然系统进行分析。

本书应用这两种分析去阐明人口、食物供给、能源使用、自然资源管理和

污染等主要问题。这些分析的组合既可以帮助制定处理具体环境问题的政

策,也可以推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问题讨论

1.经济增长一定与环境保护政策冲突吗? 列出一些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环

境保护中做出选择的例子以及两者可以兼容的例子。

2.是否可能给环境资源定价? 怎样做? 是否在一些情况下不能做到?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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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你熟悉的或读到过的给环境定价的例子。

3.生态循环在哪些方面与经济循环类似? 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在农业、

水和能量系统上举出具体的例子。

注释

1.See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html.

2.UNEP,2012;figuresonglobaleconomicoutputfrom Maddison,

2009;forbackgroundonhuman/environmentinteractions,see McNeill,

2000;Steffenetal.,2007.
3.Foranoverviewofmanyissuesinecologicaleconomics,seeCommon

andStagl,2005;Costanza,1991;Krishnanetal.,1995;Martinez-Alierand
Røpke,2008.

4.Forcollectionsofarticlesonenvironmentaleconomics,seeGraftonet
al.,2001;Hoel,2004;Malerand Vincent,2003;Markandya,2001;

Stavins,2012;vandenBergh,1999.
5.Foranapproachspecificallyfocusedonecologicaleconomics,seeDaly

andFarley,2011.
6.SeeDaly,1996,chap.2.

7.Foranoverviewoftherelationshipbetweenenvironmental/ecological
economics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seeDaly,2007;Harrisetal.,

2001;andLopezandToman,2006.Foradiscussionofglobalecosystemim-

pactsofhumanactivity,seeWorldResourcesInstituteet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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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站

1.www.worldwatch.org.ThehomepagefortheWorldwatchInstitute,an
organizationthatconductsabroadrangeofresearchonenvironmental
issues.TheWorldwatchannual“StateoftheWorld”reportpresentsdetailed
analysesofcurrentenvironmentalissues.

2.www.ncseonline.org.Websitefor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ceand
theEnvironment,withlinkstovarioussiteswithstate,national,andinter-
nationaldataonenvironmentalquality.

3.www.unep.org/geo.WebsitefortheGlobalEnvironmentOutlook,a
UnitedNationspublication.Thereportisanextensiveanalysisoftheglobal
environmental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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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 经济增长将会遭遇星球的极限吗?
● 经济发展怎样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

2.1 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历史

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稳定。在18、19世纪,工业

革命之前,欧洲人口增长缓慢,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到来以及

科技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这个状况。欧洲人口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

期,英国经济学家ThomasMalthus提出,随着人口增长,将提供不了使人类

持续生存下去的食物。

ThomasMalthus在17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AnEssayonthePrinciple

of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的论文,引起

了一场关于人口增长影响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持久讨论。历史已经证明简单的

Malthusian假设①(Malthusianhypothesis)是错误的:在欧洲,无论是人口还

是生活水平在 Malthus论文发表后的两个世纪都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是,如

果我们考虑一个更复杂的争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系统将会超出支撑它

们的生物系统,这个争论将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人口增长的争论密切交织着资源和环境问题。在21世纪,这些问题,而

非简单的人口和食物供给赛跑,将强烈影响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不

可能看到食物供给有重大的不足,尽管因价格上升导致的局部食物短缺问题

① Malthusian假设:ThomasMalthus在1798年提出的理论,即人口最终将会超过可获得的食物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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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因不断的人口增长以及资源需求带来的环境压力

使得经济系统需要发生大的转变。

测量增长率

在开始一个复杂的增长问题之前,我们可以以一个有关人口与经济活动

关系的简单经济分析开始。在传统方法中,用国内生产总值②(grossdome-
sticproduct,GDP)②测量经济产出,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定义a:

GDP=人口×人均GDP
上式还可以表示为 GDP增长率③(GDPgrowthrate)、人口增长率④

(populationgrowthrate)、人均GDP增长率⑤(percapitalGDPgrowthrate)
的关系b:

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

为了修正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在这个等式中用实际GDP⑥(realGDP),
而不是名义GDP⑦(nominalGDP)。c 真实人均GDP将持续增长,只要真实

GDP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人口增长率。为了让其发生,生产率也要持续增长。
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就是逃离 Malthus陷阱的关键。

增长的农业生产率意味着在田间工作的人口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可以

用于工业发展。增长的工业生产率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在欧

洲、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经济发展以这样的路线展开。

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是什么决定性因素导致生产率增长,从而使得稳步增长成为可能? 标准

经济理论定义了生产率不断增长的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资本的聚集。投

资使得资本储蓄⑧(capitalstock)增长成为可能:伴随着单位人工成本增长,每
一个工人的生产率也得到提高。第二个来源是技术进步⑨(technologicalpro-

gress)提高了资本、人力的生产效率。标准经济增长模型没有给这个过程设

置限制。可以证明,当投资以一个适当的速率持续增长时,生产率以及人均消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a GDP被定义为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一具体时间中(如1年)所有的商品流和服务流。
b 这个关系来自于自然对数函数的数学方法:如果A=BC,则lnA=lnB+lnC。而A、B、C 的增长率

分别可以表示为lnA、lnB、lnC。
c 名义GDP通过当期价格测量。真实GDP通过价格指数修正通货膨胀来计算持续的商品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年内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GDP增长率: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比。
人口增长率:具体区域的年度人口增长百分比。
人均GDP增长率:年度人均GDP的增长百分比。
实际GDP:使用价格指数调整通货膨胀的国内生产总值。
名义GDP:使用当前货币价值测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储蓄:一个给定地区的资本存量,包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技术进步:用以研发新产品或提高现有产品质量的知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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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未来也会持续增长。
生态经济聚焦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能源供

给。在18、19世纪,欧洲的经济增长严重地依赖于煤炭作为能源来源,当时的

一些学者表达了关于煤炭会耗尽的忧虑。在20世纪,石油取代了煤炭,成为

工业的主要能量来源。
当今,石油、天然气和煤提供了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一些工业国家超过

80%的能量,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1 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工业

上的经济增长已经是一个用化石燃料替代人力的过程。这种替代有一个重要

的资源和环境的含义,这将反过来影响未来的增长。
第二个基础因素是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供给,有些时候被称作自然资

本(naturalcapital)。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使用一些土地。当经济活动

增加时,将土地从自然状态转为农业、工业和其他用途的压力则会增大。一些

用途之间会互相冲突:对于乡村土地,住房用途会与农业用途相冲突;工业和

修路用途会使土地不适于农业或其他用途。
当然,土地的供应量是固定的。除了一些受限制的地方,如荷兰的堤防

区,人类的技术造不出更多的土地。自然资源很丰富,但煤炭资源、森林的再

生能力和其他一些生物资源都有自然极限。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工业污染中环境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of

theenvironment)。这个问题在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还不是很相关时不是很

重要。但是随着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的经济活动加剧,污染增加,并将对自然

系统产生威胁。土壤污染、水污染、有毒放射性污染和大气污染都造成了具体

的环境问题,需要当地、区域和全球共同解决。

增长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

在关于促成经济增长并最终会限制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环境因素方面,争
论一直持续。在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刊登了一篇研究,名为

“TheLimitstoGrowth”。他们用电脑构建了模型来预测经济持续发展所带

来的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见专栏2.1)。2 这个报告触发了大量的关于经济增

长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争论。
乐观主义者相信未来的科技进步将会带来新的能量来源,克服资源的限

制和控制污染问题。悲观主义者指出,人口和GDP的高速增长已经带来了一

系列可怕的环境问题,并警告说,人类正处于过度消耗地球支撑经济活动能力

的危险中。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在于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是否




自然资本:可利用土地和资源的禀赋,如空气、水、石油、渔业、煤和生态生命支撑系统。
环境的吸收能力:吸收环境中无害废物产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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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未来保持下去。

专栏2.1 增长极限模型

增长极限模型(TheLimitstoGrowthModel)由麻省理工学院(MIT)

的研究团队在1972年提出,描绘了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问题。这个研究

用了一个叫 World3的模型,试图捕捉人口、农业产出、经济增长、资源使

用和污染的内在关系。在当时,公众注意力才刚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而

MIT研究团队传递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人类将在一

个世纪内达到增长的自然极限,并称如果没有强烈的变化,将会有一个类

似于“过冲/崩溃”的结果:无论在人口还是工业能力上都将发生一个突然

的、失控的衰减。1

这个模型十分依赖指数增长模型和反馈效应。指数增长发生在人

口、经济生产、资源使用和污染以一个确定比例增长的时候。反馈效应发

生在两个变量相互作用时,如资本积累增加经济产出,经济产出反过来带

来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积极的反馈作用会加强增长的趋势,而消极的

反馈作用缓解这种趋势。然而,消极的反馈作用可能是不好的,例如,食
品供给的限制将会通过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人口减少。

图2.1显示了在 World3模型中复杂的反馈模式的一部分。这个模

型的标准运行结果在图2.2中显示出来。人口、工业产出和食物需求的指

数增长造成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加剧,将使经济增长在21世纪中叶出现

一个灾难性的增长反转。

这个报告也呼吁采取积极的政策以缓解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污染,

从而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后果,给全球经济和生态稳定性带来一个平滑的

过渡。这个结论受到的关注远远小于对那个灾难性的预测。由于这个报

告没有意识到经济系统的弹性和适应性,以及夸大了资源衰竭的危险,因
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在1992年,1972年做报告的作者出版了另一本书,重申了他们的结论,

但是更加强调如臭氧层空洞和全球气候改变的环境问题。他们重申灾难不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警告改变大量政策以实现可持续性的需求更加迫切,因
为一些生态系统已经超出它们的极限了。当政策改变后,结果将会大为不

同。2 通过模型运行显示,要实现向可持续的转变,为了稳定人口、限制工业

产出的增长、保存资源和耕地以及控制污染,政策必须被实施。这将在2050
年带来一个稳定的、富裕的世界,并伴随着污染水平的下降(见图2.3)。

注:1.Meadowsetal.,1972.
2.Meadowseta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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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30年后“LimitstoGrowth”一书的再版中,作者称在主要生

态系统中,“过冲”已经出现了。2012年,在第四十个年度报告中,其中的一个

作者JorgenRanders表示,在2050年左右,人口和GDP依旧会保持稳定,但
同时这将给气候、珊瑚礁、海洋、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带来显著的伤害。值得

注意的是,即使图2.3中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模型得到实现,指数经济增长模

型依旧会呈现一个激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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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eadowsetal.,1992.
图2.1 人口、资本、资源、农业和污染的反应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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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eadowsetal.,1992.
图2.2 增长极限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经济增长的历史,并预期未来在人口、食物供给、资源、

能源以及污染方面的可能性来探究经济增长的一些具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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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eadowsetal.,1992.
图2.3 可持续世界模型

2.2 增长情况的一个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特

点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历史上,1800~1950年间全球人口和经济呈现一个

缓慢但重要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在1960年之后显著增加。
在1950~201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超过一倍,世界农业产出比以前的三

倍还多,真实GDP和能耗翻了不止两番(图2.4显示了自1961年来的这种趋

势)。当然,这也将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
这个增长过程远远还未完成。全球人口在2011年超过70亿人,并以每年1.2
的速度持续增长,每年净增加7000万人(超过法国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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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opulationandagriculture:FAO,2012;GWP:IMF,www.imf.org;energydata:USEIA,

www.eia.gov.
图2.4 1961~2010年人口、农业生产和能源利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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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人口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持续驱使整体生产稳步上升。

GDP增长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有所下降,但是排除通胀的影响,每年也有

2%~3%的增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增长速度更快。以这个速度,到

2030年全球GDP将超过2000年GDP水平的2倍。

伴随着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对食物、居住空间和商品消费的持续增

长的需求不断给土地、水、资源和大气带来压力。许多压力已经很明显,并带

来许多问题,如土地沙漠化、水资源不足、森林消失、生态系统衰竭和气候变

化,影响着基础生命支撑系统的功能。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量、资源和环境能力去支撑更高的产出水平? 我们

将在下面的小节从许多具体方面来检验这个问题。作为介绍,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问题的主要维度,并提出一些方法去分析它们。

2.3 经济增长和环境的未来

在20世纪经济史上,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期间,水土流失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在20世纪50、60年代,对于农药使用和

空气污染、水污染的忧虑已经出现。然而,直到20世纪末,环境问题才被承认

是整个经济增长过程的主要挑战。相对地,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环境考量

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人口增长

有关这个新全球经济的第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快速增长的人口。这一人

口惯性(populationmomentum)保证了未来的四十年大部分国家人口的不

断增长。不像许多很快被事实所驳斥的预测,这个预测几乎可以肯定,因为历

史上最多的一代孩子降生了。我们知道这些孩子将会长大成人,并拥有他们

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小家庭(大家庭在全球许多地方非常普

遍),他们的孩子也会超过他们的上一代。尽管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和一些欧

洲国家,面临着人口的衰减(第9章),但全球大部分国家依旧在经历着人口

增长。

因此,只有死亡率的极大提升才能改变未来更多人口的趋势。除了在少

数几个地区,即使艾滋病在全球传播也不可能影响人口增长的这种趋势。

2050年人口数的最低预测是80亿人,中等或更高的预测是90亿~100亿人。

 人口惯性:即使生育率跌落更替水平,人口的趋势依旧保持增长,只要人口中年轻人占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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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增长的95%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尽管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并且这种趋势

将会持续下去,但是全球人口在将来几十年依旧会保持每年超过5000万人

的增长。
这样的人口增长让我们疑虑未来我们能否养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以及

农业是否有能力再提供额外的10亿~30亿人口的食物。我们可以通过几个

办法来检验这个问题。最基本的是在考虑适宜耕种的土地限制后,农业是否

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来满足80亿~100亿人营养所需。比较

困难的是考虑能否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对“奢侈”食品的需求和以肉食

为中心的饮食需求。
全球不平等意味着即使以全球为基础的平均食品供应是足够的,但是仍

然会存在大范围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经济增长可能会提高最贫困地区的生活

水平,但是它也鼓励了人均消费。考虑到这一点,食品消费的增长很可能比人

口增长快得多。
提高全球食品产量需要集约化生产(intensificationofproduction)。这

意味着每亩地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增长的化肥需

求和侵蚀、化学径流和农药污染的问题都给农业扩张带来限制。除此之外,日
益增长的生物燃料需求将占用大量的农业用地,这将与食物生产相竞争。

在第10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检验人口、社会不公、食物消费、食物生产和

环境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只关注生产能力是不够的。资源、环境因素和公

平问题是应对使用有限资源养活更多人口这一挑战的关键。
除了对耕地的需求,扩张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城市空间、住宅空间和工业发

展空间。这些需求将侵占田地、森林和自然生态系统。在一些国家,如印度

(每平方公里383个人)或孟加拉国(每平方公里1062个人),人口对土地的

压力是剧烈的。在一些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如美国(每平方公里33个人),
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对耕地和自然区域的压力,以及大规模农业和林业与野生

动物保护之间持续的冲突,土地使用依旧是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增长的资源需求

资源使用问题也围绕着未来人口经济增长的问题。1972年,《增长极限》报
告强调了关键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resources),如金属矿产和其他矿产

的有限供应问题。自此,讨论的焦点转变了。增长极限悲观主义的批评者指

出,新资源的发现、新的萃取技术、替代资源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回收都将提高




集约化生产:在给定资源供给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效率,如提高每亩农业产量。
不可再生资源:有固定供应量的资源,如矿石和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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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用的水平。只要有足够的食物供给,真正的问题不是资源可获得性的限

制,而是增长的资源开采(resourcerecovery)对环境的影响。

例如,采矿作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如果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全球对

铁、铜、铝和其他金属的消费需求提高到当前美国的消费水平,那么对矿产的

提取将极大地提高。大量的金属矿需要从地壳中开采出来———但是,以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为代价呢?

经济理论和常识都告诉我们,高质量的矿产将首先被开采出来。当我们

开始使用低质量的矿产时,加工金属所需的能源以及相关的工业污染都将稳

步上升。我们现在的采矿作业已经留下了伤痕累累的地表和被污染的水

源———我们将怎样应对未来有更大影响的需求,包括对稀有金属以及手机和

其他电器所需的稀土的新需求?

增长的能源使用

资源的扩大利用,如农业大规模生产,依赖于能源的供给。能源是经济活

动和生活的基础,使其他资源的利用成为可能。能源资源问题正变得前所未

有的重要。19世纪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煤炭,20世纪的发展则依赖于石

油。我们当前对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部分是由化石燃料的有限供给引起的。目前所知的石油和天然

气储量将大约在50年内被耗尽。煤炭储量持续的时间将会长一些———但是

煤炭是所有化石燃料中“最脏”的一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将会对地

表空气造成污染,还会排放出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改变(globalclimate
change)。

接下来的40年,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都将造成不断增长

的能源使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能源的使用已

经变为原来的4倍。每年2%的能源使用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

将会使它在35年后再翻一倍。更可能的是,能源的使用随着染料工业的发

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将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增长。新的低污染能源来源以

及发达国家人均能源使用的减少似乎都是必要的。向替代资源过渡的经济将

在第12章和第17章中讨论。

正在萎缩的资源

对诸如森林、渔业这些可再生资源(renewableresources)的全球性压力






资源开采:为了经济利用而进行的资源开采或提取。
全球气候改变:全球气候的改变,包括天气、降水量、风暴的频率和强度,这一结果是由大气中温室

气体的浓度变化导致的。
可再生资源:可以由生态系统持续供应的资源,如森林、渔业会因物种的灭绝而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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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愈发显著。对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overharvestingofrenewablere-
sources)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失。世界森林覆盖正在减少,热带森林在过去几

十年间快速减少,虽然温带森林保持稳定,或者微微上升。随着19世纪50年

代至80年代中期捕鱼量稳定的增长,全球捕鱼量似乎已经达到一个最大值,
一些主要鱼种正在消亡。

自然资源的开发也加快了物种灭绝的速度,并带来未知的生态风险,裁减

了自然界下一代的“继承权”。很明显,这些压力只会因对食物、燃料、林产品

的需求的增加而提高。
经济理论为这种过度开发现象给出一个解释,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13章

中看到,而相应的解决方案更加艰巨。这样的方案需要一个概念的转变,从将

森林和渔业看作一个无限制的开放存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s)到意识

到它们是全球公共物品(globalcommons)的一部分。未来经济的发展不能

简单地利用“免费”资源,如未开发的土地和开放的海洋,而是还要适应生态限

制。在一些情况下,私有产权可以为个体拥有者创造保存资源的动机。其他

一些情形则需要有效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权管理政策的发展。

污染

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断增长的累计污染物(cumulativepollutants)和有

毒核废物。作为传统污染政策的核心,用控制排放应对这些潜伏得更深的污

染问题不再有效。当我们处理累计排放物时,如含氯氟烃(CFC)、有机氯化

物,又如DDT或者放射性的污染,我们必须在处理所有以前遗留的污染和废

物的同时考虑我们现在的活动将怎样影响未来的环境。这涉及很多成本和效

益的评估。
不会累积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可以通过具体的管理政策得以控制。但是

经济增长经常导致这些污染的增强。在排放控制方面,进步的技术一直在和

增长的消费赛跑(汽车的使用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些主要的污染物在一

些工业化国家因环境管制而有所减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其他的污染

物还在增加,比如中国刚刚开始处理它们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污染控制的

经济分析可以为具体的排放问题提供政策方法,而第17章提出的“工业生

态”(industrialecology)的新理论为产生污染的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

了一个概述。







对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降低资源库存或数量的开采/捕获率。
开放存取资源:没有进入限制的资源,如海洋渔业和大气。
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共同拥有的资源,如大气和海洋。
累计污染物: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明显分解的污染物。
工业生态:应用生态原则管理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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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的一个生态方法

回顾21世纪这些主要环境和资源的挑战,我们不需要倾向于“积极”或
“消极”的观点。它们大多是由政策应对所决定的。尽管分析师关于如何进行

合适的应对分歧很大,但是很少对全球环境和资源问题有争议。正如我们将

看到的,无论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适应性的市场方法还是对生物物理问题的生

态评估,都在设计政策应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9章~第19章将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细节上的关注。尽管在每一个

案例中,具体的政策可能只能应对个别问题,但这些问题一起显示了对于不同

经济分析的一个共同需求,在资源和环境考量下处理全球经济问题比以往显

得更加突出。

不是将环境问题作为处理完基础经济问题后的第二个问题,而是我们必

须将环境作为生产过程的基础。当然,经济生产总是依赖于环境,但是经济活

动的规模却是不同的。既然经济生产造成了如此广泛的环境影响,这就需要

整合我们关于经济和环境问题的观点。

如果我们采纳一个更广泛的观点,我们必须使经济活动的目标适应于生

态的现实。传统上,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工业产品和人均消费的增长

来提高福利。由于上述理由,这些目标可能会对我们经济系统的环境可持续

性(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造成威胁。无论是我们选择实现它们的目

标还是方法,都必须随着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增长而修改。

为平衡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努力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理
论中得以体现———提供人类所需的、不会破坏全球生态系统和耗竭必要资源的

经济发展。一些人批评说“可持续发展”只是一个时髦词汇,没有具体内容。其

他人很快转而意识到“可持续”一词只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微调。尽

管如此,对重新定义经济目标的新概念的概述已经开始出现。

2.4 可持续发展

回顾对经济发展的标准定义———人均GDP,意味着GDP总值增长速度

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同的测量。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长的

确是预期结果的一部分,但是经济系统的生态基础的保持也同样重要———肥





环境可持续性:以一个健康的状态继续存在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可能会随时间改变,但不会显著
退化。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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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土地、自然生态系统、森林、渔业和水系统。

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国家收入的测量方法的修改技术可以把这些因

素考虑进去。即使如此,可持续发展也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使用不同的尺度。

它涉及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一个不同分析。

可持续发展与标准经济发展观点

在生产方面,区分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非常重要。每一种经济都

会用到不可再生资源,但是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对这些资源的节约和再利用,以
及更多地依赖于可再生资源。在消费方面,一个重要的区分在于想要和需要。

可持续发展不同于标准经济样式,在标准的经济样式中“美元投票”命令经济

市场,决定商品的生产,而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供应基础需求优先于奢侈品。

同样不同于标准经济理论的是,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宏观经济规模(mac-
roeconomicscale)的一些限制。最大化水平可以通过一个地区的承载水平

(carryingcapacity)而被假定,而不是映射未来无限期的增长速率。这反过来

意味着在最大化水平之上,环境承载力水平将会被超过,生活水平必然下降。

人口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作为关键变量决定着生态经济增长的限制,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都有借鉴意义。对于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限制

人口增长是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于发达国家,人口的角色有所不同。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人口

增长很稳定,并且一些国家转而忧虑人口的减少(见第9章)。然而在美国,

人口增长持续地对国家以及全球的生态系统施加压力。尽管美国的人口增

长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慢得多(相对于许多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

2%~3%的增长,每年有0.5%的增长),但是美国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意味

着每一个额外的美国居民比一个额外的尼日利亚或者孟加拉国居民需要更

多的额外资源。

这意味着人口政策必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政策必须包含

教育因素、社会政策因素、经济政策因素和健康医疗因素,包括避孕措施的可

获得性,并且经常与已有宗教和社会习俗相冲突。然后,这个通常不被标准经

济发展模型所考虑的难点,对可持续性来说特别重要。




宏观经济规模:一个经济的总规模;生态经济意味着生态系统输出规模限制着宏观经济。
承载水平:在可获得资源的基础上可持续下去的人口和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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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可持续性发展

当我们考虑农业生产系统时,可再生资源所依赖的往往与标准农业现代

化相冲突。现代食物生产以集约型农业(input-intensiveagriculture)为基

础,意味着它非常依赖于额外的肥料、农药、灌溉用水和机械化。所有这些反

过来依赖于化石能源。传统农业依赖于太阳能、动物的力量以及人力,比现代

农业产量要低。

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的概念将传统和现代技术的元素

结合起来。它强调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例如,对农作物废料、动物粪便

的利用,以及作物轮作、不同作物的间作、农林复合经营、节水灌溉、免耕技术、

病虫害综合防治(将在第10章讨论)。这样的农业形式是否能够获得通过集

约技术得到产量还不一定,但是它的环境影响非常小,甚至对环境有益。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相似的问题被提出,可再生能源资源(renewableenergysources)
[包括太阳能(solarenergy)]是否可以取代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是一个

令人生畏的挑战,因为在工业化国家,可再生资源所提供的能量低于10%。

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却有所不同,它们有很大一部分能源来源于生物能

(biomass)。有效地利用生物能以及对森林资源的保持将在能源政策中起到

重要的作用。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上的先进技术使得这些可再生资源

的价格下降,并且它们未来的潜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

重要的。

大量的、经常被忽略的潜力在于保护和提高效率———根据一些估计,发达

国家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将减少至少30%的能源使用量,并且对生活质量几乎

没有影响。传统对增强能源供给(energysupplyaugmentation)(如建造新

的发电厂)的强调将被对需求方面的管理(demand-sidemanagement)(不断

增加的效率和不断减少的能量消费)所取代。

因为工业化国家现在占世界上3/4的能源使用(然而只有全球1/4的人口),

发展中国家增长的能源消费可以被发达国家减少的能源使用所取代。这种减少










集约型农业:非常依赖于机械化、人造肥料、农药和灌溉用水的农业生产。
可持续农业:不会消耗土地生产力或破坏环境质量的农业生产系统,包括综合虫害管理、有机技术

和复种等技术。
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由生态系统持续供应的能源资源,如风、水、生物质能和直接的太阳能。
太阳能:由太阳持续不断提供的能量,包括直接太阳能和太阳能的间接形式,如风能和潮汐。
生物能:木头、植物和动物废料提供的能源供应。
增强能源供给:一种强调能源供给增加的能源管理方法,如建立更多的发电厂或者增加石油钻井。
需求方面的管理:一种强调增加能源效率并降低能源消费的能源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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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降低生活水平来实现。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在第19章

讨论)建议,这样的折中对于减少全人类对世界气候影响来说是必要的。

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sustainablemanagement)意味着一种经济观点和

生态观点的组合。自然资源管理的经济理论(第13章~第15章)显示,许多资

源,如森林和渔业的管理系统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耗竭,甚至灭绝。合理的动机

和制度可以促进可持续管理。然而,现代管理系统还远远不能做到可持续。

在工业污染管理领域,标准的经济方法是通过分析不同污染控制的成本

和收益来确定一种经济最优的政策。这种方法有它的优点(将在第16章中全

面考虑),但它对于可持续来说并不是有效的。这个最好的污染控制政策会被

产生污染活动的增加压垮,特别是那些产生累积污染物的活动。

因此,注意力开始集中于工业化生态这个更综合污染控制方式的新概念

上。使用类似于资源生态系统循环自己产生废弃物的方式,这个方法尝试将

工业系统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确定一个最小化或者避免污染物产生、最大化资

源循环使用的路径。工业化生态技术的应用(在第17章讨论)对于重建现存

的工业系统和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都有潜在作用。

在所有这些地方,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样式(theoretical

paradigm),它不同于标准的经济学方法。考虑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是合理的,

因为相对于早些时候,全球现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之前经济政策的

制定不用过多地关注环境影响。

随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在经济史上粗略地区分出三个时期。在前工业

化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对生态系统只有有限的

需求。在过去工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的200年间,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

响越来越严重。这个过程是不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进步的技术和不断改变

的工业计划会减轻污染和减少资源需求。然而,已被讨论的不断增长的压力

暗示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必须与生态

承载力匹配。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学习的经济分析工具来自于标准经济学理论,第三部

分呈现的观点则回答了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问题。这两部分组合在一起为处

理环境和经济关系的多方面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技术工具。





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例如,自然资本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包括存量和流量
的保持。

理论样式:用于学习一个特殊问题的基本概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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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既反映了人口增长,也反映了人均GDP的增长。这

种增长依赖于资本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也依赖于能源、自然资源供应的增长

和环境吸收废物的能力。

一个关于人口、工业产出、资源和污染关系的简单模型显示了无限制的经

济增长将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不断增加的污染,最终导致经济系统和生态系

统的崩溃。然而,这样一个模型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模型中变量的反馈模型的

假设下。一个更乐观的假设考虑了不断增加的效率、污染控制和可供选择的

与更可持续的技术转变。

1950~2010年,出现史无前例的超过2倍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3倍的

全球农业生产和超过4倍的全球GDP以及能源使用。持续的人口和经济增

长将在21世纪前半期对资源和环境产生更大的需求。食物生产、不可再生资

源再利用、能源供给、大气污染、有毒废料和可再生资源的管理都是需要在更

细节的地方进行分析和制定政策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本质必

须适应于环境和资源限制。

可持续增长的概念尝试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结合起来。农业生

产、能源使用、自然资源管理和工业生产的可持续技术有很大的潜力,但
是必须被广泛接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意味着对人口和物质生

产的限制。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在

将来会更加重要。

问题讨论

1.我们可以说历史反驳了马尔萨斯猜想吗? 什么因素导致马尔萨斯预期

不成立? 为什么这个预期在今天依旧有作用?

2.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人们担心全球的石油和资源将会耗竭。然而,现在

依旧有足够的石油满足需求,没有一个重要的资源耗竭。是不是这些担心被

夸大了? 考虑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期望,你怎么评价它们?

3.是不是生活标准的提高必须意味着更多的消费? 是否可以设想未来对商

品和自然资源的消费将会减少?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终

结? 对于一个美国居民和一个印度居民来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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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U.S.DepartmentofEnergy,2012.
2.Meadowsetal.,1972.
3.Meadowsetal.,2002,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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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2;UnitedNations,2010.
6.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2.
7.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2011.
8.Forareviewoftheoryandpracticeintheareaofsustainabledevelop-

ment,seeHarrisetal.,2001;LpezandToman,2006.
9.The “basicneeds”approachtodevelopment,firstsetforthby

Streetenetal.,1981;ithasbeenfurtherdevelopedinStewart,1985;Sen,

2000;andUNDP,1990-2011.
10.SeeDaly,1996,onlimitstomacroeconomicscale.
11.See,forexample.IntergovernmentalPanelon Climate Change

(IPCC),2007,andtheAmericanCouncilforanEnergy-EfficientEconomy,

www.ac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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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环境污染是如何在经济中体现的?
● 应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环境问题?
● 什么时候并且怎样才能依靠产权来解决环境问题?

3.1 外部性理论

环境问题是怎么影响市场经济问题分析的? 市场反映了那些参与买卖商

品和服务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利润。但是,我们怎么说明环境的影响呢? 经济学

家指出,市场交易对于市场参与者之外的人的影响为外部性①(externalities)。

外部性也经常被称作第三方效应②(third-partyeffects),因为它们影响市场外

的个人或团体。

外部性既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一个负外部性③(negativeexter-
nality)的最常见的例子是污染。在没有任何规章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决定

将不考虑对社会和生态的污染伤害。消费者通常也不会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

品和服务会造成污染而不去购买它们。但是,当我们分析市场的全社会福利

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污染的危害。

在一些例子中,如果一个市场交易产生市场的外部收益,它可以产生正外

部性④(positiveexternalities)。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是买树和种树的土地所

有者。这些树可以使人们欣赏风景,而且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并为野生动物提

①
②
③
④

外部性:市场交易对市场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第三方效应:在市场交易中对交易外的人们产生影响,如那些影响当地社区的工业污染。
负外部性:市场交易的负面影响,影响那些交易外的内容。
正外部性:市场交易的正面影响,影响那些交易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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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边际成本就是生产者生产产品的成本。

图3.1 汽车市场

在基础市场经济分析中,需求供给曲线呈现了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一条

供给曲线告诉我们产品的边际成本⑤(marginalcosts),换句话说,生产者生产

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与此同时,需求曲线可以被认作边际收益⑥(marginal
benefit)曲线,因为它告诉我们顾客多消费一单位产品的收益。需求曲线和供

给曲线的交集给我们一个均衡价格⑦(equilibriumprice),在这个价格上,需求

和供给平衡,正如图3.1所示的一个假定的汽车市场。这个均衡呈现了一个

经济有效⑧(economicefficiency)(最大化社会净收益的资源分配;排除外部性

的完全竞争市场)状况,因为它最大化了市场中买方和卖方的收益———如果没

有外部性的话。

考虑环境成本

然而,这个市场均衡并没有说出所有的故事。产生和使用汽车产生了大

量的负外部性。汽车会造成环境污染,包括城市的雾霾和区域问题,比如酸

雨。除此之外,汽车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全球变暖。因汽车而泄露

的或处理不当溢出的汽油会污染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汽车生产要用有毒的

材料,释放到环境中成为有毒废物。汽车所需的道路系统铺平了大量的农村

和开放的土地,并且从道路流出的盐径流会污染流域。
这些成本出现在图3.1中的哪些地方? 答案是它们一点也没出现。因

此,这个市场高估了汽车的净社会收益,因为负外部性成本没有被考虑。所

以,我们需要找到外部效应内部化⑨(internalizingexternalcosts)的方法———

⑤
⑥
⑦
⑧
⑨

边际成本:生产或消费额外一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边际收益:生产或消费额外一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收益。
均衡价格: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的市场价格。
经济有效:最大化社会净收益的资源分配;排除外部性的完全竞争市场。
外部效应内部化:例如,通过税收将外部成本考虑进市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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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部成本(externalcosts)考虑在我们的市场分析中。

这样做的第一个问题是给环境危害分配一个货币价值。我们怎么才能将

大量的环境效益简化为一个货币价值? 这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一些例

子中,经济危害是不清晰的。例如,如果道路径流污染小镇的水供给,水处理

的成本至少提供了一种衡量环境危害的方法。然而,这并不包含无形因素,如
对江湖系统造成的危害。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它导致的医疗花费给我们另

外一个金钱损失的衡量,但是这没有考虑到空气污染对审美的伤害。雾霾限

制了视觉,这减少了人们的福利,即使不算它对人们健康的可用货币衡量的效

应。诸如这一类的问题很难被压缩成一个货币指标。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对

这些环境危害分配一个货币价值,市场会自动将其视为零,因为这些问题都没

有直接影响顾客和厂商关于购买或生产汽车的决定。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尝试着将汽车的外部性用货币价值进行衡量(见专

栏3.1和表3.1)。假设我们对这些外部成本有一个合理的衡量,这些成本怎

么加进我们的供给需求分析呢?
回忆一下供给曲线告诉我们生产一单位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但是除

了正常的生产成本,我们现在也需要将外部成本加进生产成本中以获得汽车

的总体社会成本。这导致一个新的成本曲线,我们称为社会边际成本曲线

(socialmarginalcostcurve),如图3.2所示。
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在最初的市场供给曲线之上,因为它包括了外部成本。

注意,两条曲线间的直线距离就是我们对每辆汽车的外部成本的衡量,以美元

度量。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假设汽车的外部成本是不变的。因此,这两

条曲线是平行的。这可能不是现实中的例子,因为汽车的外部成本可能因汽车

数量的增加而改变。具体来说,当更多的汽车被生产出来后,多生产一辆汽车

的外部成本将会增加,因为空气污染超过关键水平或者交通堵塞变得更加严重。

专栏3.1 汽车使用的外部性

汽车使用的外部的或者说社会的成本是什么? 在美国,每年汽车排

放出6000万吨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和其他有毒物,包括甲醛和苯。在美

国,汽车事故每年造成超过3万人死亡,超过300万人受伤。另外的外部

效应还包括因建造道路和停车场对自然栖息地的摧毁、对汽车或者零部

件的处理、在石油供给方面有关国家安全的成本和噪音污染。




外部成本:不必是货币形式的一种,没有反映在市场交易中的成本。
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在既考虑私人产品成本又考虑到外部性时,给人们提供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

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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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些外部成本可以通过汽油税进行内部化,但根据经济分析发

现,这些税不足以包括所有外部成本。可能关于用货币估计汽车使用的

外部效应的最复杂的尝试是一项20卷的研究(Delucchi,1997)。这项研

究估计了空气污染、作物损失、降低可见度、国家安全、高速公路维护和噪

音污染的成本。

一些成本由公共部门支付,而其他的就是外部社会损失。在低估计

的假设下,每年总外部成本是1670亿美元,在高估计的假设下,每年总外

部成本是14830亿美元(2012年等值美元)。每年公共部门为有关汽车的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成本估计在2230亿~4060亿美元。因此,在潜在的

假定下,总的外部的和公共部门的有关汽车使用的成本占GDP的比重为

3%~13%。

一篇2007年的文章(Parryetal.,2007)对已有的关于汽车外部性的

文章进行总结,呈现了一个关于美国汽车外部性的最好分配方案,将外部

性分为如表3.1中所示的几类。这些估计暗示汽车使用的外部性占GDP
的比重为3%。然而,Parry等人的研究不包括公共部门的支出,如对高速

公路的养护。Parry等人关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的估计是每加仑6美分,

这一数据是建立在社会碳危害每吨20美元的基础上的。我们将在第18
章看到,其他研究对碳危害的估计要更高些。

这些研究中提到,需要使用一系列政策方法将有关汽车使用的成本

完全内部化。例如,应在汽车排放量的基础上内部化空气污染,而不是

在汽油消耗的基础上。有关堵车的外部性需要通过依据一天中的时间

和利用电子感应器向在拥挤公路上的司机收取拥堵费的基础上进行内

部化。

表3.1 美国摩托车使用的外部成本

成本种类 美元/加仑 总计(百万美元/年)

气候变化  0.06 10

石油的依赖 0.12 20

当地污染  0.42 71

拥堵    1.05 177

事故    0.63 106

总外部性成本 2.28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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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负外部性效应的汽车市场

  考虑图3.2,我们的市场均衡是否依旧是经济有效的结果? 不一定。为了

理解为什么,你可以想象社会通过比较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去决定汽车的生

产。如果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考虑所有收益和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生
产汽车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成本超过收益,那么生产汽车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在图3.2中,我们看到生产第一辆车是有意义的,因为需求曲线在

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上方。即使第一辆车产生了一些负外部性,但高边际收益

促使生产汽车。我们发现,这对每一辆车都是成立的,直到产量Q*。在这个

点上,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但是我们注意到超过Q* 的每一辆车生

产的社会边际成本是高于边际收益的。换句话说,因为超过Q* 的每一辆车

的生产,社会变得更糟了。
因此,我们未被管制的市场产出QM,导致了一个过高的产量。我们只在边

际收益高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生产汽车。所以汽车生产的最优水平是Q*,而不

是市场结果。因为负外部性的存在,这个均衡结果是无效的。我们也可以在

图3.2中从社会的角度看到,市场的汽车价格太低了———这是说,它不能很好地

反映汽车的真实成本。汽车的社会有效(sociallyefficient)的价格是P*。

内部化环境成本

我们怎么去修正这个非有效的市场均衡? 解决方法在于获得“正确”的汽

车价格。市场不能向消费者和生产者传递一个信号,即超过Q* 的生产是社

会无效的。然而,每辆车对社会造成的成本既不是由消费者承担,也不是由生

产者承担。因此,我们需要将外部性内部化,使得这些成本进入消费者和生产

者的决策中。

 社会有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市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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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化负外部效应的最常见的方法是征税。这种方法被称为“庇古税”

(pigoviantax),在亚瑟·庇古(ArthurPigou)于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

一书中提出。它也被称作“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principle),因为

他们有责任为其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付费。

简单地看,假设这些税都由汽车生产者支付。对于生产的每一辆汽车,他
们都必须支付一系列费用。但是,一个合适的税量是多少呢?

通过迫使生产者为每一单位汽车生产缴税,我们潜在地增加了它们生产

的边际成本。因此,你可以把税看作是对边际生产曲线向上的一个改变。税

越高,应将成本曲线向上移动的量越大。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将税等于

与每一辆车有关的负外部效应,那么产品的边际产品曲线等于图3.2中的社

会边际成本曲线。这就是“正确”的税量———每单位产品的税需要等于每单位

产品的外部效应。换句话说,那些造成污染的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产生的全

部社会成本付费。

在图3.3中,赋税的新供给曲线与图3.2中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是一样

的。当生产者决定提供多少汽车时,这将是合适的供给曲线,因为他们现在必

须在边际成本上额外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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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汽车市场的“庇古税”

这个新的均衡导致更高的价格P*和更低的产量Q*。税收导致最优的

汽车生产水平。换句话说,汽车只生产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还要注

意到,即使只向生产者征税,一部分税还是以价格上升的方式附加到消费者身

上。这导致消费者将他们的购买从QM 减少到Q*。从社会最优的角度来看,





庇古税:每单位税收等于某一活动造成的额外损失,例如,每吨排污的税收等于1吨污染额外的损
失。

污染者付费原则:这个观点是指为污染负责的那些人应该为相关的外部成本付费,如健康费用和对
野生动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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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当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喜欢税收,因为顾客将付出

更高的价格,生产者则销量减少,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这

个均衡是最优的,因为它精确地反映了汽车使用的真实成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建议,即关于政府在负外部性效应的调

控方面的建议。税收在推进一个更有效的结果方面是一项有效的政策。但是,

政府应该一直利用征税来应对外部效应吗? 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一些污

染危害相关。因此,对于所有产品,政府应该在它们对环境危害的基础上征税。
但是,有两个因素建议我们可能不应该对所有产品征收庇古税。第一,回

忆一下前面提到的,我们需要以货币的形式估计税收,这要求经济的研究和分

析可能还需要毒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一些产品只有极少的环境危害,对其

征收的税甚至还比不上为得到“正确”税收所花费的成本。第二,我们需要考

虑征税的行政成本。同样,如果一个产品没有造成大量的环境危害,则行政成

本可能高于税收的收入。

为每一种引起环境危害的商品确定一个合适的税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例如,我们可能要对衬衫征税,因为其生产过程可能涉及棉花的种植、使用石

油化合物、提供潜在有毒的燃料等。但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对棉质的衬衫或

者化纤制的衬衫,甚至不同尺寸的衬衫征收不同的税。

经济学家总是建议尽可能在产品生产的上游部门征收庇古税,而不是关

注于最终的消费品。

上游税(upstreamtax)是在原料生产水平上征税,比如制造衬衫的原油

和棉花。如果我们确定了关于棉花的庇古税,那么这个成本最终将反映在衬

衫的售价上。我们可以集中向那些造成大部分生态危害的原材料征税。这限

制了征税的管理难度,以及避免估计大量产品合适的税额。

另一个与外部性相关的问题分析是探索税收负担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分担。根据许多非经济学家的说法,因为更高的价格,税收只是简单地由

消费者承担。然而汽车提高的价格就是所有的税赋吗? 答案是否定的。注

意,每单位的税是图3.3中的P0 和P* 之间的差距,而价格只是从PM 提高

到了P*。在这个例子中,税收似乎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平均分摊了。
在一些例子中,税收主要由消费者承担。然而,在另一些例子中,税收主

要由生产者承担。这是由价格的需求弹性(elasticityofdemand)和供给弹

性(elasticityofsupply)所决定的———需求和供给在面对价格变化时是如何






上游税:在尽可能靠近自然资源提取点征税。
需求弹性: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性;弹性的需求意味着一比例价格增加带来了更大比例的需求数

量的增加;非弹性的需求意味着一比例价格增加带来了较小的变化。
供给弹性:供给数量对价格的敏感性;弹性的供给意味着一比例价格增加带来了更大比例的供给数

量的增加;非弹性的供给意味着一比例价格增加带来了较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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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的。我们将在后面(包括附录3.1)更具体地讨论弹性这个话题。

最后一个考虑是对于一定收入群体,税收可以不成比例地下降。有关环

境税的忧虑,比如石油税,是它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最大。这是因为收入越

低,他们越倾向于把钱花在诸如汽油和电子类的产品上。因此,我们希望用一

些税收补偿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可能采用以税收优惠和折扣的方式。

在实际运用中,环境政策经常采用除税收以外的政策,在汽车的例子中,采
用的是石油效率标准或者规定的污染控制装置,如催化式排气净化器。这些政

策减少了石油消费和污染,而不需要减少汽车的销售。它们也可能会提高汽车的

价格,在这一方面与税收的作用很像(尽管更高的石油使用效率减少了运行成本)。

正外部性

正如出于社会利益需要将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我们也需要将会产生正

外部性的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内部化。与负外部性一样,自由市场也会因为正外

部性的存在而不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类似地,需要政策干预来达到有效结果。

正外部性是一个商品或服务除个人利益和市场利益之外的社会利益。因

为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商品和服务的个人边际效用,我们可以通过将需求曲线

向上提高一段距离来将正外部性纳入我们的分析中去。这个新的曲线呈现了

总的社会利益。

图3.4展示了一个正外部性的商品的例子———太阳能电池板。每一块太阳

能电池板的建立都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市场需

求曲线和社会边际利益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就是每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的正外

部性,以美元衡量。在这个例子中,每一块板的社会利益是不变的,所以这两条

曲线是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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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太阳能市场的正外部性

市场均衡价格是PM,均衡数量是QM。但是注意到在图3.4中,在Q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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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之间社会边际利益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优数量是Q*,

而不是QM。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产量来提高社会的净利益。

在正外部性的例子中,最常用的解决市场非有效的政策是补贴。补贴

(subsidy)是支付给生产者的一笔钱,从而使他有动机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

务。在我们的市场分析中说明一项补贴的方法是意识到补贴可以有效地减少

生产一些产品的成本,所以补贴降低了供给曲线。在本质上,一项补贴可以使

得生产太阳能板的成本更低。“正确”的补贴可以降低供给曲线,从而使得新

的市场均衡在Q*上。如图3.5所示,附有补贴的供给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在

Q*相交。

Q*QM

P*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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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补贴的太阳能市场

这个原理与用税收阻碍会产生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类似———除了一点,
即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鼓励有正外部性的活动。

3.2 外部性的福利分析

我们可以以一种叫作福利分析(welfareanalysis)的经济理论形式来展

示为什么将外部性内生化是社会最优的。这里的想法是供给需求图区的面

积可以用来衡量总体的利润和成本。需求曲线下的区域表示对于消费者来

说的全部利润,在供给曲线下的部分表示对于生产者来说的所有成本。对

于每一单位的购买,需求曲线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单位价值。

这个概念在图3.6中得以展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因为供给需求曲线





补贴:政府对某个行业或经济活动的帮助;可以是直接地通过金融帮助补贴,或者可以是间接地通
过保护性政策进行补贴。

福利分析:一种分析不同群体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经济工具,如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



◆46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展示了对于每一单位生产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所以在这些曲线下的面积实际

上组成了对于所有产品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净利益被称为

消费者剩余(A部分)———体现了消费者消费汽车所获得的效用和他们以PM

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距。生产者得到一个净效益,称为生产者剩余(B部分),

即他们的生产成本和他们接受的价格PM 之间的差距。

QM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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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汽车市场的福利分析

排除外部性,市场均衡是经济有效的,因为它最大化了社会净效益(A+
B)。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外部性,市场均衡就将不再经济有效了。

我们可以将汽车市场的社会净效益定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减

去外部性损失。所以净效应等于市场效益(A+B)减去负外部性,如图3.7所

示。这里,我们将私人边际成本曲线和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区域叠加到

图3.6上。(图3.7与图3.2等效,精确地显示了我们之前得到的负外部性,但
是它也显示了全部外部性成本,即深色的区域。)

注意,外部性损耗明显抵消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在负外部性面前,

社会净福利等于A'+B'-C,C是Q*右方的三角形面积。我们之所以用符

号A'和B',是因为这些区域小于图3.6中的区域 A和B,代表了减去负外

部性后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除了这些更小的净效益之外,区域C代表

了一个净 损 失,因 为 Q* 和 QM 之 间 的 社 会 边 际 成 本 超 过 了 社 会 边 际

利益。

现在我们考虑通过征税来内部化外部性。这个税将均衡量从QM 改变成

Q*。我们可以证明,相比于税前社会福利(见图3.7),税后的社会福利增加

了。在价格P*和数量Q* 下,我们的新消费者剩余是 A″,新生产者剩余是

B″。注意,A″和B″的总和与图3.7中A'和B'的总和是相等的———我们不久将

看到,这点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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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外部性汽车市场的福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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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庇古税”改进的福利效果

  如果我们只生产Q*而不是QM,外部性损失现在将是区域D,这比图3.7
中的外部性损失要少。税收是以数量Q* 进行征收,所以总共的税收收入表

示为区域D。税收收入恰好等于外部性损失。换句话说,税收收入足以补偿

外部性损失。
社会净福利是生产者剩余加上消费者剩余,减去外部性损失,再加上税收

收益,或者

社会净福利=A″+B″-D+D=A″+B″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面积A″+B″等于面积A'+B'。回忆一下,税前的

社会净福利是A'+B'-C。现在社会净福利是有效的A'+B'。社会净福利

因为庇古税而提高了面积C。社会因税收变得更好。
一个类似的关于正外部性和补贴的福利分析也显示出补贴在正外部性面

前提高了社会净福利。这个分析有点复杂,我们将在附录3.2中进行。

最优污染

我们关于负外部性的分析启示了一个可能矛盾的想法———最优污染

 最优污染:最大化净社会效益的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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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levelofpollution)的概念。注意,即使征收一项外部税,社会依旧留

有污染损失区域D。根据分析,这是依据当前的生产和技术来说的“最优”的
污染数量。但是你可能反对,难道最优的污染数量不是零吗?

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实现零污染的唯一途径是零生产。事实上,如果我们

希望生产任何加工品,就会产生一些污染。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决定什么样的

一个污染水平是愿意被接受的。当然,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污染水

平,特别是通过减污技术,但是只要我们进行生产,我们就必须确定一个“最
优”污染水平。

有些人依旧很难接受最优污染的概念。注意,例如,如果汽车的需求增加

了,那么需求曲线就会向右移动,“最优”污染水平就会增加。这意味着,随着

全球对汽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不断上升的污染水平是可以被接受的。我们将

在考虑健康和生态的基础上设置一个最大化的可被接受的污染水平,而不是

仅仅通过经济分析。实际上,在美国,主要的联邦空气污染条例,即《空气清洁

法》,在有关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科学数据的基础上设置污染标准,明确地排除

了设置标准中的经济考虑。我们将在第16章更具体地讨论污染政策和最优

污染的概念。

3.3 产权和环境

庇古税的概念要求污染者为他们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付费,这个想

法直觉上是吸引人的。庇古税思想的内涵是社会具有因任何污染伤害得到补

偿的法律权利。许多人声称这涉及适当的产权分配。换句话说,社会有权拥

有洁净的空气,但是污染者没有权利向大气中排放任何有害气体。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产权的分配可能不清晰。设想一个农民对他所拥有

的一块湿地进行排水,使其变成一块适合种植的土地。他的下游的邻居抱怨

说没有一块湿地吸收雨水,她的土地将被淹没,从而使她的作物受到损失。第

一个农民有责任为第二个农民的作物损失付费吗? 或者他是否有权利在他的

土地上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外部性问题,也是产权问题。试想第一个

农民(我们叫他Albert)确实有权利排干湿地里的水。假设排水湿地的作物的

净利润是5000美元。进一步,让我们想象第二个农民(Betty)可能会因为土

地被排水而造成损失8000美元。即使Albert有权利对湿地进行排水,Betty
也可以通过支付给Albert一定的钱来使他不进行排水。具体地说,她愿意最

多支付给Albert8000美元去保持湿地的完整性,因为这是Albert实施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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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对Betty造成的损害的价值。与此同时,Albert也愿意接受任意比5000
美元高的价格,因为这是他对湿地进行排水的所得。

在5000美元和8000美元之间有足够的协商空间,使得Albert和Betty
达成使双方都满意的共识。我们可以说,Albert接受Betty的一个6000美

元的报价而不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他相对湿地排水来说多获得1000美元

的利润。Betty可能不会高兴,但是这比她因为湿地排水损失8000美元要

好。实际上,Betty购买的是怎么使用土地的权利(而不是购买这块土地)。

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一项法律,如果下游利害方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对

湿地进行排水,从而把相关权利分配给Betty。在这个例子中,Albert对湿地

进行排水的时候必须征得Betty的同意。在我们已假设的作物价值的基础

上,将会达到相同结果———湿地不会被排水,因为Albert这样做的收益不足

以弥补Betty的损失。Betty需要8000美元才能同意,这对Albert来说太高

了。因此,忽略产权的因素,结果将是相同的。

现在,假设一个新的作物将会流行,这个作物在原来的沼泽地上生长得非

常好,并且将会给Albert带来12000美元的利润。一笔这样的交易将可能发

生———Albert可以支付给Betty10000美元去排干沼泽地里的水,然后通过

新的作物挣12000美元,这样自己净收入2000美元,Betty也获得2000美

元的利润。

这个简单例子中的原理被称为科斯定理(CoaseTheorem),由Ronald
Coase在他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凭借这篇文章,Coase击败了

当时研究产权和外部性的众多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

表示,如果我们明确了产权,并且没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也会有

一个有效的产权分配,即使有外部性的存在。交易成本产生于达成和实施一

项共识,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花费在谈判上的时间和努力以及执行这项协议

的成本。在Albert和Betty的例子中,这些成本可能会很低,因为他们只需要

对补偿量达成一个共识,尽管还涉及使协议正式化的法律成本。

通过协商,双方将会对一给定行为的外部性成本进行平衡。在上述的例

子中,外部成本是8000美元。虽然为5000美元的利润承担这些成本是不值

得的,但是对12000美元的利润来说是值得的。忽略产权的分配,通过协商

将实现有效率的结果。





科斯定理:如果我们明确了产权,并且没有交易成本,也会有一个有效的产权分配,即使有外部性
存在。

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和谈判有关的成本,比如转移财产或使争议双方在一起的法律和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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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的一个例证

我们可以通过图表显示附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来

说明科斯定理。例如,工厂向河里排放污水,污染了下游的水。工厂当前排放

了80吨的污水。如果工厂被要求将污水的排放量减少到0,它将放弃一条很

有价值的生产线。因此我们可以说,工厂通过排放污水实现边际收益,公众因

污水对他们的损害付出了边际成本。我们通过水处理的成本对这些外部成本

做出合理的估计。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都呈现在图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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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科斯定理应用

什么是最优解决方法? 80吨的污水排放明显对公众施加高额的边际成

本,然而给工厂带来的边际收益却很低。这就是“过多”的污染。但是,设想排

放量被限制在50吨,对于工厂的边际收益和对于公众的边际成本相同。如果

限制到20吨,将导致工厂的高额损失,但是带给公众的利益却很少。最优的

解决途径是将排污量限制在50吨。在这个水平上进行生产带给工厂的额外

收益等于污水带给公众的额外损失。

科斯定理陈述了无论将排污权分配给工厂或者公众都适用的方法。假设

公众有权利决定多少污水可以被排放。你开始会想公众可能不让工厂排放任

何污水。但是注意在图3.9中,工厂可能最多愿意为第一吨的污水排放付给

公众400美元。与此同时,第一吨的污水排放对公众的影响非常小。因此,这

时很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工厂付费给公众去获得第一吨污水的排放权。

注意,协商可以持续到工厂的边际收益等于公众的边际成本时。然而在

图3.9中,协商的空间随着向右移动越拉越少。例如,在工厂已经购买了40
吨的污染排放权之后,它的边际收益已经跌到了每吨200美元,然而对于公众

的边际成本已经变成了每吨120美元。最终,在50吨的时候,工厂已经不能

向公众支付足够的钱从而排放更多的污水。因此,当工厂的边际收益等于公

众的边际成本时,我们达到最优污染水平。如果再有污染,边际成本将会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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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收益。

在这个水平上,工厂的边际收益和公众的边际成本都等于150美元。工

厂不愿意为第50单位的污水支付超过150美元的价格,而公众也不愿意接受

任何低于150美元的价格。

我们可以用福利分析来研究这个结果的影响。例如,在图3.9中,区域C
代表50吨污水排放的总损害。这块区域代表3750美元。

我们假设排污的权利都以相同的价格150美元卖出,那么公众收到7500
美元的支付(区域B+C)。污染对公众的总损害是3750美元(区域C)。因

此,公众得到3750美元的净收入。

对于工厂呢? 购买50吨污水的排放权后,工厂的总收益是13750美元

(A+B+C)。但是它必须支付给公众7500美元去购买50吨的排放权。所

以工厂相对于没有购买排放权多获得6250美元。考虑到公众和工厂的总利

得,社会通过协商获得的总福利是10000美元,具体见表3.2。

表3.2 和不同产权协商的得失

如果公众持有产权 如果公司持有产权

对于公众的净收入/损失 +7500美元收入 -4500美元收入

-3750美元环境成本 -3750美元环境成本

+3750美元 -8250美元

对于公司的净收入/损失 +13750美元总收益 +13750美元总收益

-7500美元收入 +4500美元收入

+6250美元 +18250美元

净社会收入 +10000美元 +10000美元

如果工厂有权决定排放量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从一家排放80吨污染

物去获取最大化净利润的公司开始。公司的总利润是区域(A+B+C+D),

为16000美元。对公众的伤害是区域(C+D+E+F),为9600美元。谈判

之前,排放80吨污染物的社会净收益是6400美元。

但是,对于最后一单位排放来说,公司获得的边际收益很小,只有几美元。

与此同时,最后一个单位的排放对公众的伤害是240美元。因此,公众愿意付

费给公司,让它减少污染,所以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协商空间,使得双方都获利。

再一次,最终的结果将是公司获得50吨的排放量,公众将为每单位的污染减

少量支付给公司15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公司在其保留的生产污染中获取经济利润,即区域(A+B+
C),等于表3.2中的13750美元。设想排放权协商以150美元交易,那么公

司还将从社会获取支付4500美元,从而公司的总利润为18250美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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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其从最大污染排放获取的16000美元利润要多。

公众剩余的环境损伤是区域C,为3750美元。它还要支付给公司4500
美元。所以它的总损失现在是8250美元———对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结果,但是,相对于先前的损失9600美元来说要好。注意,社会净收益是

10000美元———与我们将产权赋予公众相比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对科斯定理更正式的表述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与产权的分配无关。在产

权已被清晰定义的情况下,最看重其价值的一方将拥有它,污染的外部成本和

生产的经济效益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平衡。

然而,产权的分配对双方的收益和损失造成了极大的不同。在两种情况

下,社会的净利润都是相同的(A+B),为10000美元。但是,在一种情况下,

收益在公司和公众之间分配;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公众只有净损失而公司有

很大的净收益。

我们可以说,污染和控制污染的权利的价值在这个例子中为12000美

元。通过重新分配这项权利,我们可以让一方多得12000美元,而让另一方

少12000美元。权力的不同分配在效率上却是相同的,因为最终平衡的结果

总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但是它们在社会公平上大有不同。

实际的运用

其中一个纽约流域土地征用工程是使用科斯定理的环境保护的一个例

子。城市必须给它的820万居民提供干净的用水。这可以通过过滤厂实现,

同时,可以通过流域保护避免建造这些工厂的成本。通过对主要流域周边的

土地进行保护,水的质量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需要过滤厂的水平上。这些流域

地处北部,并不属于纽约。根据美国环境保护机构:

纽约流域土地征用工程是城市关于保护其北部流域环境敏感性土地的长期策略

的关键因素。土地征用是城市避免建造净化厂的关键因素。通过这个工程,纽约市

在十年间至少要征收355050英亩土地。这个工程的目标是城市可以从愿意的买家

手中获得水资源质量敏感的未开发土地的所有权或保护地役权。土地将会以一个公

平的市场价值买进,财 产 税 将 由 城 市 支 付。征 用 不 能 获 得 任 何 资 产。(www.epa.

gov/region02/water/nycshed/protprs.htm#land/)

正如我们关于科斯定理的例子,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建立在私有产权

的基础上。征用的力量(政府可以迫使产权所有者放弃土地的权利)将不被使

用。纽约政府已经测定为保护地役权(限制土地的使用)或者完全购买土地的

付费将比建造净化厂小很多。这种市场方法看上去既有环境上的效果也有经

济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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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 产权和环境规章

在征用条例下,政府将被允许为了公共目的占用产权。然而,美国宪

法第五次修正法案要求对产权所有者公平地进行补偿。特别地,第五次

修正法案总结道“没有补偿,私有产权不得被用于公共用途”。

政府夺取公民产权的行为被看作“takings”。在产权所有者被夺取所

有产权的案例中,宪法明确规定了完全补偿。例如,如果一个州政府建造

的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占用一小块私人产权的土地,那么州政府必须对土

地所有者按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一个更模糊的情况可能产生于政府的行动限制了产权的使用,从而

降低 了 产 权 的 价 值。政 府 规 定 降 低 产 权 价 值 的 例 子 经 常 被 称 为

“regulatorytakings”。例如,如果一项新的法律调整木材的砍伐,减少了

私有森林的价值,那么土地主是否符合第五次修正法案中的补偿条件?

最值得关注的例子是Lucas诉讼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的例子。

DavidLucas,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在1986年购买了两处海滨

地段,计划建造度假村。然而,在1988年,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制定了海滩

管理条例,禁止Lucas建造任何永久性的建筑。Lucas提起讼诉,认为州

议会剥夺了他资产的所有经济用途。

一审法院判Lucas胜诉,宣判州议会已经使得Lucas的产权没有价

值,应该补偿他120万美元。然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判

决。它裁定在那个地方建造建筑将会对公共资源产生威胁,在那些制定

规章意图防止私有产权“有害使用”的例子中,不需要进行补偿。

这个案子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推翻了州法院的判

决,它划定了全部和部分takings的区别。补偿只适用于全部takings的

例子———当一项规定夺走了资产所有者“所有经济收益”的时候。如果一

项规定仅仅减少了产权的价值,补偿不是必须的。

实质上,这项判决代表了环境保护者的胜利,因为所有takings的例

子非常少。然而,部分takings作为政府规章的结果非常普遍。要求对部

分takings进行补偿将造成法律和技术上的困难,从而迫使许多环境法律

低效。然而,部分takings将对个体带来大量成本,关于公平的争论将继

续下去:为实现公共利益,私人成本是不是必须的。

资料来源:Ausness,1995;Hollingsworth,1994;Johnson,1994.

科斯定理的限制

根据科斯定理,明晰的产权分配似乎可以有效地解决包括外部性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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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够为所有环境外部性分配产权,那么未来的

政府干预将不再需要。在谁有权利污染或者谁有权利避免污染变得清晰之

后,个人和企业将会协商解决污染控制和其他一些环境问题。通过这样的过

程,我们将获得解决外部性的完全有效的途径。

这是自由市场环保主义(freemarketenvironmentalism)思想的理论基

础。事实上,通过建立一个环境产权系统,可以将环境放入市场中,允许自由

市场处理资源使用问题和污染管理问题。

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章节中看到的,在处理具体的例子中,这个方法有很大的

潜力,特别是在一些类似水资源权利的地方很适用。但是,它也有很重要的限制。
在简单地产权分配和让自由市场处理环境资源问题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科斯定理假设没有交易成本阻止有效的协商。在我们已

经用过的例子中,只有双方协商。但是,当有50个下游群体会收到工厂排放

污水的影响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协商排污上限的过程将会非常冗长,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止一家工厂的话,情况将会更糟。因

为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有效的结果可能不会实现。

搭便车者和抵抗者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由大量受影响社会团体引起的。假设我们分配给工厂排污

权。这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提供补偿来减少污染。但是,哪一个团体该分担

并且分担多少份额呢? 除非50个团体都同意,否则将不可能给公司一个具体

的报价。单独一个团体或一组团体不可能站出来支付整个账单。实际上,大
家都倾向于退缩,等待别的团体买单———从而免费获得污染控制的收益。这

个阻碍成功协商的障碍被称为搭便车效应(free-ridereffect)———这里有个

趋势,不去支付应负担的成本但依旧尝试着获得收益。

如果是这些团体被赋予“有权远离污染”,将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工厂需要

因任何排放去补偿他们。如此一来,谁又能决定哪一个团体收到补偿且补偿

多少呢? 因为所有团体都坐落于同一条河附近,任意单独的团体都能实施否

决权。试想49个团体都与一家公司关于污染水平及相应的补偿达成了一项

共识。而第50个团体却要求一个更高的补偿率,因为他拒绝同意,所有的协

议都作废,公司被限制至零排放水平。这个和搭便车等同的效应是抵抗者效

应(holdouteffect)。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更完全的产权系统以及市场方法的扩充使用是解决资源使用和污染控制问题
的最好办法。

搭便车效应:当人们从资源中获得的收益不受其是否支付影响时,人们倾向于不去支付,这就导致
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抵抗者效应:一个单一的实体通过不成比例的需求阻碍多方协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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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大量团体受影响时,科斯定理通常不适用。在这个例子中,某些类型

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如设置条例和庇古税。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设置污水排放

的标准以及每单位排放的税赋,这不单单是一个市场方法(尽管一项税是通过市场

进程来实施影响的),因为政府官员必须决定管理的限制或者税收的水平。

公平和分配问题

另一些关于科斯定理的批评在于它对公平的影响。试想,在我们初始的

例子中,受污水影响的是一个低收入群体。即使污水会导致很严重的健康问

题,这个群体可能也不能“买通”污染者。在这个例子中,市场方法很明显不是

独立于产权分配。如果产权被分配给公司,那么污染水平将会非常严重。

然而,即使产权被分配给社区,比较贫穷的社区将处于对补偿资金的渴望

中,从而接受有毒废物和其他污染设施。尽管这满足科斯定理的要求(这是一

个自愿交易),许多人相信,社区不应用它们居民的健康换取资金。对自由市

场环保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是,在一个纯市场体系下,贫穷的社区和个人通

常负担着最重的环保成本。

一个类似的例子与保留空地有关。比较富裕的社区可以支付保留空地,

而贫穷的社区则不可以。如果允许社区通过分区来保留湿地和自然区域,那
么贫穷的地区也能保护他们的环境,因为通过一项分区的规定,除了强制执法

外不会产生其他成本。

考虑科斯定理的限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环境对非人类生命形式以

及生态系统影响的问题。目前我们的例子假设环境破坏只影响具体的个人和

交易。但是如果环境破坏不直接影响个人,而是威胁物种的存亡时会怎样?

如果某种农药对人类无害,但是对于鸟类是致命的,又会怎样? 谁会进入市场

保护非人类生命的存活? 没有公司或者个人可能会这样做,如果有,也只会在

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考虑一个组织如自然保护组织的活动,它通过购买大片具有生态价值的

土地来保护它们。这是一个组织愿意付费去拯救环境的例子。但是它所购买

的土地只是受发展、密集农业、其他经济活动威胁破坏的自然区域中很小的一

部分。在“美元投票”的市场中,纯生态利益总是败给经济利益。

我们也应该注意,产权总是被限制在当前一代。下一代的产权会怎样呢?

许多环境问题有长期影响。不可再生资源的权利可以分配给今天,但是那些资

源将在未来某个时期被用完。关于随着时间推移的资源分配的问题是第5章的主

题。长期环境影响对于气候变化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这将在第18章中体现。

在一些例子中,产权不再是一个处理环境问题的合理工具。例如,建立有

关大气和海洋的产权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面对全球变暖、海洋污染、鱼群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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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濒临灭绝的物种的问题时,我们发现产权系统虽然已经演化成经济系统

的基础,但是还不能将其扩充到生态系统中。虽然可以利用市场交易,如气体

排放或者捕鱼的流通许可权,但是这些只适用于有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子集。

在许多例子中,其他一些经济分析的办法将有助于考虑人类经济活动和更广

泛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将在第4章中考虑这些问题。

总结

许多经济活动都有很强的外部性———影响那些不直接参与活动中的人

们。使用汽车而带来污染是一个例子。这些外部性的成本不直接在市场价格

中反映出来,从而导致过量生产,产生负外部性和低效率的结果。

一个污染控制的方法是利用税收或者其他工具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将污

染的成本考虑进来,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总的来说,税收的使用将会提高价

格,减少这类商品的生产,从而减少污染。通过这样做,将市场均衡转变得更

加社会有效。理论上,一个可以精确反映外部性的税收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最

优的结果,但是通常很难对负的外部性建立很好的评估。

不是所有外部性都是消极的。正外部性会导致经济活动使得那些没有直

接参与市场交换的人受益。空地的保留直接使住在附近的人受益。太阳能的

使用会减少污染水平而使公众受益。当正外部性存在时,可以通过补贴提高

市场对这种产品的供应。

对外部性产权的分配可以替代税收。如果这里有对无论是排放污染还是阻

止排放污染的权利进行明确规定,那么根据科斯定理,就会产生“污染权”市场。然

而这种方式依赖于工厂和个人之间低成本的交换污染权的能力。当有很多人受

影响时,或者环境破坏而不能轻易地用金钱衡量时,这种方法不再有效。这种方法

也会引起公平问题,因为在市场体系下,穷人通常会承受更重的污染压力。

问题讨论

1.“解决环境经济问题很简单,只要将外部性内生化即可。”你是怎样认为

的? 外部性理论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问题吗? 在外部性内生化过程中会产生什

么样的问题? 你能举出适用科斯定理的例子以及不适用科斯定理的例子吗?

2.污染税是一项将外部性内生化的政策工具。讨论其对汽车、汽油、尾气排放

征税的政策意义。哪一个对降低成本最有效? 哪一个在减少污染水平上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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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1.考虑以下钢铁供给需求表:

价格(美元)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需求(百万吨)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供给(百万吨) 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钢铁的外部成本被估计为每吨60美元。将外部成本、市场均衡、社会最

优写在一个表格中。哪一种政策最利于实现社会最优? 这些政策对消费者和

生产者的影响是什么? 这对市场均衡价格和数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一家化工厂坐落于一块农田附近。化工厂排放的废气会损害农田的作

物。工厂排放废气的边际收益以及对农田造成损害的边际成本如下:

排放量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边际收益(千美元) 320 280 240 200 160 120 80 40 0

边际成本(千美元) 110 130 150 170 190 210 230 250 270

从经济观点看,什么是解决环境利益冲突的最好办法? 这种方法是怎么

实现的? 在这个例子中,效率和公平是怎么平衡的?

注释

1.Coase,1960.

2.SeeBullard,1994,andMasse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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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1 供给、需求和福利分析

  这篇文章假定你已经学过初级经济学课程,但是如果你没有,或者你对基

础经济理论有点生疏,那么这篇附录就可以给你提供这本书所需的经济学背

景知识。

经济学家使用模型解决复杂的经济现象。一个模型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

从现实的某一方面出发理解一些东西而忽略掉其他东西的科学工具。没有模

型可以考虑到相关的每一个可能的因素,所以科学家做出了简化假设。一个

科学模型可以采取简化故事、表格、图画或者一系列等式的形式。在经济学

中,最有力、最广泛的模型之一就是供给和需求模型。在几个简单假设的基础

上,这个模型帮助我们预期当某些事情发生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在不

同的情况下哪种经济政策最合适。

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考虑了当价格和一些相关变量发生变化时,消费者对商品和服

务的需求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在这个附录中,我们以汽油市场为例。显然,许
多因素影响着消费者对汽油的需求,所以我们从做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开始。

首先,我们只考虑当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对汽油的需求是怎么变化的———

其他相关因素保持不变。经济学家使用拉丁语“ceterisparibus”,意思是“其
他条件相同“,从而隔离一个或者几个变量的影响。

随着价格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汽油的需求是怎么变化的? 需求法则告

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提高,消费者对它的需求降低。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时,消费者的需求上升。一

些物品的价格与需求的相反关系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表示。一种方法是需求

表———显示在不同价格下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数量的表格。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图形说明需求曲线———即需求表的图形表示。经济学家习惯于将需求数量放

在横轴(x 轴),将价格放在纵轴(y 轴)。

假设我们已经收集了某一大城市在不同价格下消费者对汽油的需求量。

这个假想的需求表是表A3.1。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汽油价格的上升,人们

对其的需求降低。将表A3.1中的数据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就得到了

图A3.1。这里注意,需求曲线随着向右移动而向下倾斜,这正是由需求法则

 需求法则: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数量随着价格升高而下降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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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的。

表A3.1 汽油的需求表

价格(美元/加仑)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4.40 4.60

需求数量(千加仑/周)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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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1 汽油需求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A3.1中,在价格为3.4美元/加仑处,消费者每周将

购买74000加仑汽油。假设价格提高到了3.8美元/加仑。在更高的价格处,

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将决定购买更少的汽油,即近70000加仑/周。我们把

沿着需求曲线的这种移动称为需求量的变化。这不同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

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是指整条需求曲线的移动。

什么会导致整条需求曲线的移动?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汽油价格的变

动不会导致需求曲线的移动,它只会导致消费者沿着需求曲线移动。在

图A3.1中可以看到需求曲线很稳定,只要我们假设其他相关因素没有发生变

化———这就是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为了再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图形,让我们

考虑几个会导致整条需求曲线发生移动的因素。一个因素是收入。如果消费

者的收入提高,在相同的价格下,许多人将会决定购买更多的汽油。更高的收

入将导致需求的变化。这 种 变 化 可 以 从 图 A3.2中 需 求 曲 线 向 右 移 动

看出。[1]

另一个会引起需求发生变化的因素是相关物品价格的变化。在我们对

汽油的需求变化的例子中,假设公共交通的价格显著提高,这将会引起对汽

油的需求提高(向右移动),因为公共交通对于人们来说太贵了,所以许多人

[1] 经济学家通常以向左或向右来描述需求曲线的移动,而不是向上或者向下。因为给定一个价格消
费者的需求变多还是变少的说法比消费者愿意在更高的或更低的价格购买一定的数量的说法要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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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开自己的车。消费者的偏好变化也会引起汽油需求曲线的移动。例

如,美国消费者最近几年偏向于更小的、更节油的汽车,这将会引起汽油的

需求降低。驾车人数的显著变化也会引起汽油需求的变化。如果大都市的

人口减少20%,你认为需求曲线向什么方向变动? 你还能想出其他影响需

求变动的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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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2 需求变化

供给理论

我们的分析的下一步是分析市场的另一个方面。供给理论考虑的是生产

者是怎样应对他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或者其他因素变化。然而更低

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更高的价格吸引供给者获利。你可以预料到,供
给定理是与需求定理相反的。供给定理告诉我们当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升

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生产者将选择提供更多的产品。根据供给定理,价格

和数量将向相同的方向改变。

再一次,我们同时用表格和图来表示价格与供给数量的关系。表 A3.2
阐述了汽油的供给情况,供给量随着供给价格的上升而上升。图 A3.3将

表A3.2中的数据简单地转化成图的形式。注意,随着我们向右移动,需求曲

线上升。

表A3.2 汽油的供给

价格(美元/加仑)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4.40 4.60

需求数量(千加仑/周) 52 57 62 67 72 77 82 87 92 97

 供给法则: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升高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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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3 汽油供给变化

  这里,在供给数量变化和供给变化之间也有一个区别。供给量的变化随

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沿着供给曲线变化。这在图A3.3中显示出来。我

们可以看到,当价格为3.4美元/加仑时,生产者愿意每周提供67000加仑汽

油。但是当价格提高到3.8美元/加仑时,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上升到每周

77000加仑。

供给的变化意味着整条供给曲线发生变化。同之前一样,我们将讨论几

个会引起整条供给曲线发生变动的因素。例如,汽油公司职工工资的上涨将

会提高生产者对汽油的售价,这意味着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正如图 A3.4所

示。另一个将引起供给曲线发生变动的因素是生产技术的变化。假设一项创

新减少了汽油提炼的成本,那么供给曲线会向什么方向移动? 还有什么其他

因素会引起供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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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4 供给的变化

市场分析

现在我们将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放在一起。汽油的价格将由消费者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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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相互作用决定。我们可以通过把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放在同一张图里来

说明这种相互作用,如图A3.5所示。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确定汽油的价格

和数量。首先,试想汽油的初始价格是3.8美元/加仑。我们在图A3.5中看

到,在这个价格上供给数量超过了初始的需求。我们把这个状态叫做剩余,

因为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汽油超过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为了不把剩余的汽

油丢掉,生产者愿意降低它们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所以,在生产者剩

余的例子中,我们预期这对价格有一个下降的压力。

如果初始价格换作3.2美元/加仑呢? 在图A3.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

个价格上需求的数量超过了供给者愿意提供的数量。供给者会注意到超出的

需求,意识到他们可以提高价格。因此,在这个短缺的例子中,对价格有上

升的压力。

当剩余和短缺存在时,市场就会进行调整,试图消除过度供给或者过度需

求。这个调整将会持续到供给数量等于需求数量时。只有在这时,其他条件

不变,才对未来市场不存在调整压力。我们在图 A3.5中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在价格为3.6美元/加仑的时候。在这个价格上,供给和需求的数量都是每周

72000加仑。经济学家用术语市场均衡来描述一个达到这种状态的市场。

只要其他因素如消费者收入、相关商品的价格以及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处

于均衡中的市场就是稳定的。这些因素的改变会使得一条(或两条)曲线移

动,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正如图A3.6所示。假设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使得

对汽油的需求曲线从D0 变成D1。这将导致一个更高价格和更高产量的新的

市场均衡。你可以自己尝试分析,当需求曲线向相反的方向改变或者供给曲

线发生改变时,均衡价格和数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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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5 汽油市场的均衡





剩余:供给数量超过需求数量的市场状态。
短缺:需求数量超过供给数量的市场状态。
市场均衡:供给数量等于需求数量的市场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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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6 伴随需求改变一个新的市场均衡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表明消费者或生产者面对价格改变的反应。然而,

我们认为所有需求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所有供给曲线都是向上倾斜的,面对

价格变化的反应可大可小。现在我们来考虑消费者面对汽油价格的上涨会有

怎样的反应。消费者将会购买更少的汽油,但是,至少在短时期内,数量可能

不会太少,因为消费者总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与生活规律,不能随便换一种新

的交通工具等。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是由需求的价格弹性决

定的。

如果伴随着价格变化,需求数量变化很小,则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是缺乏弹

性的。这在图上可以用相对陡峭的需求曲线表示。在数学上比较正式的表

达是:

需求弹性=需求数量的百分比变化/价格的百分比变化

因为需求数量向价格变化的反方向改变,所以需求弹性是一个负数。汽

油是一个需求缺乏弹性商品的例子。但是如果随着价格变化,需求数量改变

很显著,那么这个商品的需求就属于相对富有弹性。什么样的商品有相对富

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呢?

我们也可以讨论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伴随着价格变化,供给数量变

化很小,则认为这种商品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价格弹性的供给曲线说明伴

随着价格变化,供给的数量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供给弹性的数学表达形式

和需求弹性一样,但是因为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方向相同,所以供给弹性是

正的。




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于需求数量的百分比变化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
供给的价格弹性:供给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于供给数量的百分比变化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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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我们考虑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是会变

化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对于汽油的需求供给曲线是相对缺乏弹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个较长的时期,消费者可以通过向离工作更近的地方搬

家或者买一个更省油的交通工具,生产者可以通过建更多的炼油厂或者开采

更多的石油来应对汽油价格的变化。

福利分析

我们在这个附录中的最后一个课题是福利分析。福利分析关注消费者和

生产者可以通过经济交易获得的利益。利用福利分析,我们的需求和供给模

型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政策分析工具。我们从对供给和需求曲线进行更仔细

的观察来开始理解福利分析。

人们为什么购物? 经济学家假设除非人们从他们的购买中所获得的收益

大于他们的支出,否则人们不会购买商品和服务。然而某些物品的成本以美

元的形式表现,以美元形式量化的收益并不明显。经济学家以人们实际支付

的、少于他们最大意愿支付的钱来定义净收益。例如,如果某人为一件衬衫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30美元,而实际的价格是24美元,那么他或者她通过

买这件衬衫所获得的净收益是6美元。这个净收益称为消费者剩余。

注意,如果衬衫的价格提高到32美元,消费者将不会购买,因为购买成本

大于他们的收益。我们观察人们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得出他们购买的原因是

可获得收益大于成本的结论。如果某一项目的价格上升,人们可能决定不再

购买———买其他的东西代替或者省钱。价格上升得越多,越多的人会放弃这

个市场,因为价格超过了他们最大意愿支付的价格。换句话说,需求曲线也可

以看作最大支付意愿曲线。

我们现在来看图 A3.7,均衡价值和以前一样(3.6美元/加仑,72000加

仑),但是需求和供给曲线被延伸至y 轴。假设需求曲线就是最大支付意愿

曲线,需求曲线和均衡价格之间的纵向距离就是消费者剩余。汽油市场的总

消费者剩余见图A3.7中的三角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研究供给曲线。价格学家假设只有当价格超过生产者

的生产成本时,他们才会提供单位的产品。供给曲线显示了需要多少钱支付

生产成本。这解释了向上倾斜,当生产量提高时,成本趋向提高。(在低产量

时,成本可能会因为产量的提高而下降,这个现象称为规模经济。但是最终

成本会因为原材料短缺、支付工人加班费等而提高。)事实上,供给曲线告诉我





最大意愿支付:人们为了增加效益和为了商品与服务愿意支付的最多的钱。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从购买中获得的净收益,等于其最大意愿支付减去价格。
规模经济:每单位投入的产出规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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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产生额外1单位的产品将花费多少成本。生产额外1单位产品的成本称为

边际成本。换句话说,供给曲线称为边际成本曲线(考虑私人产品和外部

性,生产额外1单位产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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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7 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

经济学家定义生产者卖出1单位商品所获得的利益为生产者剩余。生

产者剩余等于卖出价减去生产成本。再一次,我们关注供给和需求图以使生

产者剩余形象化。我们在图A3.7看到,生产者剩余是供给曲线和均衡价格

之间的位置较低的三角形。整个市场的总净收益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的简单加总。

我们可以用福利分析来确定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税收和价格控制。虽

然福利分析可以表明一项政策是提高还是降低净收益,但是它通常不能告诉

我们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者更广的社会和生态影响。显然,如果我们想实施

一个完全的政策分析时,其他的因素也需要考虑进去。

附录3.2 外部性分析:先进材料

外部性的正式表述

在这个附录中,从负外部性开始,我们呈现了一个更正式的外部性分析。

图A3.8与图A3.7类似,显示了存在负外部性的汽车市场。汽车市场的净福

利是市场利益(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加总)减去外部性成本。在图 A3.8




边际成本曲线:考虑私人产品和外部性,生产额外1单位产品的成本。
生产者剩余:生产者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净收益,等于售价减去产品成本(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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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市场均衡QM 的消费者剩余是:

CS=A+B+C+D
生产者剩余是:

PS=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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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8 附有外部性的汽车市场福利分析

社会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成本的纵向距离是每辆汽车的外部成本。这些

外部成本随着每辆车销售的增加而增加,直到市场均衡QM。 因此,总的外部

性是从两条曲线之间到QM 为止的平行四边形,或者:

外部性=C+D+F+G+H+I
由于外部性代表了一种成本,所以我们为了确定社会净福利需要从市场

利益中减去这些成本。因此,未受管制的汽车市场的社会净收益是:

净收益=(A+B+C+D)+(E+F+G+H)-(C+D+F+G+H+I)

抵消相同的项,留下:

净收益=A+B+E-I
下一步,我们确定用庇古税将外部性完全内部化后的社会净福利,见图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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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9 附有庇古税的汽车市场福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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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价格P* 下,新的消费者剩余为区域A。注意,这比初始的消费者

剩余要少。因此,这项税提高了价格,并且明显减少了汽车消费者的福利,这
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通常不喜欢征税。

对于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有点复杂。我们知道,生产者的总收入是价格乘

以数量。在图A3.9中,矩形部分包括以下区域:
总收入=B+C+E+F+H+J

生产者剩余是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者有两种成本。
一个是他们的生产成本。这是生产者原私人边际成本曲线下的区域,即区域

J。另一个成本是税收。在图A3.9中,每辆汽车的税收等于P* 与P0之间的

距离,必须为每一辆出售的汽车支付这项税收。因此,付出的总税额是矩形,
包括以下区域:

税收=B+C+E+F
当我们将这两种成本从总收入中减去后,我们获得生产者剩余:

PS=(B+C+F+E+H+J)-J-(B+C+E+F)=H
注意,生产者剩余也减少了。它曾经是区域(E+F+G+H),但是现在是

区域H。
如果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减少了,税收是怎么提高社会福利的?

首先,我们需要把减少的污染算进去。伴随着收入减少到Q* ,总的负外部性

现在是:
外部性=C+F+H

所以,与Q* 和QM 之间产量有关的负外部性被避免了。
但是,在这里,施加税收还有一个好处。政府现在收取税B+C+E+F。

用这笔钱,政府可以实现任意社会有效的目标。因此,税收代表了对社会总体

的收益。
因此,为了确定税收的社会净收益,我们需要把税收收入加到生产者和消

费者剩余上。我们现在可以把社会收益计算为:
净收益=(A)+(H)+(B+C+E+F)-(C+F+H)

消除相同的正负项,我们得到:
净收益=A+B+E

这与不征税的社会总收益相比呢? 当时的净收益是(A+B+E-I)。因

此,收益因税收提高了I。看出这点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已经避免了生产太

多汽车的负面影响(用区域I表示,这个区域显示了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的

部分)。

负外部性———一种数学方法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值的例子来表述对负外部性的福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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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美国,新的汽车需求表述为:

Pd =100-0.09Q
这里,Pd 是新车的价格,以千美元为单位。Q 是每月需求的数量,以10

万辆为单位。

价格对汽车供给的表达式为:

Ps =4+0.03Q
这里,Ps 也是新车的价格,以千美元为单位。Q 是每月销售的数量,以

10万辆为单位。

我们知道,均衡时Pd 必须等于Ps。因此,我们可以把两个等式放在一

起来解均衡的数量:

100-0.09Q=4+0.03Q
96=0.12Q
Q=800

我们可以把这个产量代入需求或者供给等式来解均衡价格。注意,每个

等式得到的价格都一样:

Pd=100-0.09(800)

Pd=100-72
Pd=28

或者

Ps=4+0.03(800)

Ps=4+24
Ps=28

所以,新车的均衡价格是28000美元,每月购买的数量是800000辆。

我们接下来可以确定在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在这之前,

我们可以画一个图描述这个市场,见图A3.10。由于我们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是线性等式,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都是三角形区域。对于消费者剩余,我
们知道这个三角形的底是均衡数量,即800000辆车。三角形的高是均衡价

格与需求曲线和y 轴交点之间的差,如图A3.10所示。为了确定交点,我们

将数量等于0代入需求曲线,解出价格:

Pd =100-0.09(0)

Pd =100
所以属于消费者剩余的三角形的高是(100-28),即72000美元。因此,

消费者总剩余是:

CS=(72000)×(800000)×0.5
CS=28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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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例中的单位,我们需要谨慎,以确保得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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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10 汽车市场例子

对于生产者剩余,三角形的底也是均衡数量800000。为了确定高,我们

需要算出供给曲线与y 轴相交的价格。我们将数量0代入供给方程:

Ps =4+0.03(0)

Ps =4
所以生产者剩余的高是24(28-4),或者24000美元。生产者剩余是:

Ps =(24000)×(800000)×0.5

Ps =96(亿美元)

市场总利益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384亿美元。但是,我们

也需要考虑负的外部性成本。设想每辆车的负外部性成本是6000美元。我

们可以将这个数字乘以汽车出售的数量算出总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6000×800000
外部成本=48(亿美元)

因此,汽车市场的社会净收益是384亿美元减去48亿美元,即336亿

美元。

接下来,我们考虑如果我们对汽车市场征收一个可以将全部外部性内生

化的税时的社会净收益。因此,我们对每辆车征收6000美元税。由于这反

映了一个额外的成本,所以新的市场供给曲线会向上移动6000美元,如
图A3.11所示。换句话说,征税使供给曲线截距提高了6,使得:

Ps =(4+6)+0.03Q
Ps =10+0.03Q

和以前一样,我们通过需求价格等于税收的供给价格得到均衡数量:

100-0.09Q=10+0.03Q
90=0.1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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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50
将这个数量代入需求曲线,我们解出均衡价格:

Pd =100-0.09(750)

Pd =32.5
因此,伴随着征税外部性,新车的价格提高到32500美元,出售汽车的数

量跌到750000。

我们可以计算新的消费者剩余,即以750000为底,以100和新价格32.5
之间的差67.5为高:

CS* =67500×750000×0.5
CS* =253.125(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税收使得消费者剩余减少了超过30亿美元。

注意,在图A3.11中,生产者剩余是市场供给曲线之上均衡价格之下的

三角形区域,但是我们也需要扣除税收。由于数量税是6000美元/辆,我们

知道代表生产者剩余的三角形的高等于新的市场均衡价格减去6000美元。

因此,高是22500(32500-4000-6000)美元。新的生产者剩余是:

PS* =(22500)×(750000)×0.5
PS* =84.375(亿美元)

生产者剩余也因征税降低了超过10亿美元。因此,市场收益显然因为税

收下降了。

由于售出汽车的数量减少,负外部性减少。每辆车的负外部成本依旧是

6000美元,所以总的外部成本是:

外部成本=6000×750000
外部成本=4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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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11 附外部税的汽车市场例子

因此,外部成本下降了3亿美元。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税收收入。税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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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6000美元的数量税乘以汽车销售的数量:

税收收入=6000×750000
税收收入=45(亿美元)

我们看到,税收收入等于剩余的负外部性。换句话说,市场参与者已经完

全弥补了自身行为的外部成本。税收的社会净收益是:

净收益=CS+PS-外部成本+税收收入

净收益=25.3125+8.4375-4.5+4.5
净收益=33.75(亿美元)

与我们初始的净福利336亿美元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净收益提高了0.15
亿美元。因此,社会的确因为税收而变得更好。

正外部性的福利分析

我们现在开始对存在正外部性的市场进行正式分析,如图 A3.12所示。

我们再一次使用太阳能的例子。市场收益是一般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因

此,消费者剩余是:

CS=B+C
生产者剩余是:

PS=D+E
正外部性区域是从两条收益曲线之间到QM 为止的平行四边形:

外部性=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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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12 正外部性的福利分析

所以社会总收益是市场与外部收益之和:

净收益=A+B+C+D+E+F
但是注意在图A3.12中,QM 和Q*之间区域的边际社会收益超过了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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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此,太阳能的最优水平是Q*,而不是QM,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太

阳能的产量来提高社会净收益。我们可以通过对生产或者安装太阳能系统进

行补贴来实现这个目的,如图A3.13所示。

伴随着补贴,新的均衡价格下降到P0,产量提高到Q*。消费者剩余是

在P0 之上、需求曲线之下的三角形:

CS=B+C+D+G+L

Q*

P*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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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13 有补贴的太阳能市场

确定生产者剩余并不是简单的事。我们先不考虑补贴,所以生产Q* 的

成本处于私人边际成本曲线之下。注意,对于最初生产的太阳能板,价格处于

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产生正的生产者剩余区域E。但是超过这个点,价格处于

边际成本曲线之下,太阳能生产者就会赔钱。因此,损失的增加等于区域

(G+K+L)。没有补贴的生产者剩余是:

PS=E-G-K-L
如果不考虑补贴,生产者可能会赔钱。但是,当然他们会收到补贴。每个

太阳能板的补贴是 P* 和 P0 之间的垂直距离。因此,对于产量 Q*,总补

贴是:

补贴=C+D+F+G+J+K+L
有补贴的净生产者剩余是:

净生产者剩余=(E-G-K-L)+(C+D+F+G+J+K+L)

NetPS=E+C+D+F+J
正外部性区域就是到Q*为止的两条边际收益曲线之间的区域:

外部性=A+F+I+J+K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需要对补贴付费,如通过更高的税收进行补

贴。因此,补贴的支付必须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考虑,必须通过减去上面定义的

补贴区域来确定社会净福利。因此,社会净收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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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收益=(B+C+D+G+L)+(E+C+D+F+J)+
(A+F+I+J+K)-(C+D+F+G+J+K+L)

如果我们抵消掉正和负的部分,我们得到:

净收益=A+B+C+D+E+F+I+J
与没有补贴的社会净福利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补贴,社会净福利

提高了(I+J)。再一次证明,社会因市场干预变得更好。补贴使我们得到一

个更有效的结果。



第4章 公共财产资源和公共物品

焦点问题

● 为什么诸如渔业和地下水之类的资源总是被过度使用?
● 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
● 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保存诸如国家公园、海洋以及大气之类的公

共物品?

4.1 公共财产、开放存取以及产权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明晰的产权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

场经济中,私人产权是核心,但并不总是如此。在传统社会或部落社会,资源

的私有权很少。对整个部落都很重要的资源不是共同拥有(如一块公共牧地)

就是完全没有拥有(如捕猎的动物)。经济发达的社会———我们喜欢将自己认

为是“先进”的社会———已经演变成覆盖大部分资源、商品以及服务的产权的

复杂系统。但是现代工业化国家也存在很多很难由产权分类的资源、服务、

商品。

一条自由流动的河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这条河简单地看作流过人

们土地的水的集合,我们可以对水的产权制定规则,设定允许每个土地主的取

水量。但是河里的水生生命呢? 如果包括河的娱乐用途,如划船、游泳、钓鱼

呢? 如果包括河岸的景色呢?

河流的这些方面也可以成为具体的产权种类。例如,某些河的苏格兰鳟

鱼捕捞权是需要保护的财产。但是这很难将河流的每一项功能包装起来作为

某人的财产。在某种程度上,河流是一项公共财产资源①(commonproperty

① 公共财产资源:不属于私人拥有而是可以被每一个人获得的资源,例如海洋或者大气。



◆76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resources)———它可以被每一个人获得,不属于私人拥有。科学地说,公共财

产资源是一种非排他性商品②(nonexclusivegood),因为人们很难被排除在

外,很难不使用它。

怎样管理一项公共财产资源以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呢? 是否需要政府监

管? 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怎样通过政府监管实现一个有效的结果? 我们将以

海洋渔业为例说明这些问题。

渔业经济学

公共财产资源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海洋渔业。虽然海岛和沿岸的渔业可

能由私人或者政府部门管理系统拥有,但是开放海域的渔业依旧是一个典型

的开放存取资源③(open-accessresources)。在非私有化的水中,任何想钓鱼

的人都可以钓鱼,这意味着没有人拥有野生鱼群这项基础资源。我们用这个

例子将产品基础理论的很多概念应用于一个开放存取资源。

我们怎么才能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渔业? 让我们从尝试开始。如果只有少

量的渔船在一个鱼种富饶的河里捕鱼,他们的收获肯定会相当丰厚。这很可

能吸引其他捕鱼者,从而使更多的船只加入捕鱼队,总的捕鱼量将会上升。

由于渔船的数量变得非常大,很明显将会超过渔业的承载能力,每条船的

捕鱼量将会减少。我们从经验中可以知道,如果这种过程进一步发生,该河域

渔业的产量都会遭受损害。在什么点上,更多的努力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呢? 什么力量使我们到达那一点? 经济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有关公共

财产资源管理的重要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渔业的总产量④(totalproduct)为图4.1所示。横轴显示捕

鱼的努力程度,用渔船的数量表示。纵轴表示所有船只的总捕获量。伴随着

船只数量的增加,在图4.1中,总产量曲线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规模报酬不变⑤(constantreturnstoscale)(0~400艘船)。

在这个范围内,每一艘额外的船都可以找到供应充足的鱼,并且能够在返港时

带有10吨的捕获量。a

第二个阶段是规模报酬递减⑥(diminishingreturns)(400~850艘船)。

现在,捕获一定数量的鱼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一艘额外的船出海时,它将提高

总捕获量,但是他也减少了其他船只的捕获量。这项自然资源不再对所有人

②
③
④
⑤
⑥

a 为了简化,我们假设在这个例子中所有船只都是相同的。每艘船捕获相同的鱼。
非排他性商品:一种可以被所有使用者获得的商品,公共产品的两个特点之一。
开放存取资源:开放存取资源是一种缺乏进出/使用管制的公共财产资源,如海洋渔业或者大气。
总产量:给定投入品数量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数量。
规模报酬不变:投入以一定比例增加会引起产出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规模报酬递减:投入以一定比例增加会引起产出以较小的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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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现在对鱼的储量存在紧张的竞争,这使得所有渔民的工作变得困难。

最后一个阶段是绝对规模报酬递减⑦(absolutelydiminishing)时期(投入

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减少),即当渔船超过850艘时。这个阶段,更多的渔船将

会降低总捕获量。这里有证据表明,过度捕捞⑧(overfishing)是存在的,鱼的

储量在被消耗。鱼群种类的再生能力受到损害,并且造成了经济崩溃和生态

崩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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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渔业总产量

为了理解驱动渔业的经济力量,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的捕捞努力水平是怎

样影响利润的。我们假设渔民只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感兴趣。第一步,为了确

定利润,我们需要将以吨为单位的鱼的捕获量转化为以钱为单位,以此显示挣

得的总收入。这可以简单地用捕获量乘以每吨价格来实现(TR=P×Q)。
我们在这里假设鱼的价格稳定在每吨1000美元。这些捕获量对于整个市场

来说非常小,所以不会显著影响市场的价格。如果这条河的渔业是市场上鱼

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必须考虑价格的改变。

我们现在可以计算渔业的总收入⑨(totalrevenue),如表4.1所示。接下

来,让我们假设运行一艘渔船的成本保持在4000美元。c 因此,一艘船的边际

成本(marginalcosts)是4000美元。由于运行一艘船的成本是固定的,所

⑦
⑧
⑨


b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长期生产函数,表示一段时间内的渔业产品。渔业的衰退
或者崩溃,在图中由绝对规模报酬递减表示出来的部分,不会在单独的一段时期内发生,而是会经过几年的
时间。
c 同样,由于在这个例子中所有船只都一样,所以假设运行一艘船的成本都一样。

绝对规模报酬递减:投入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减少。
过度捕捞: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减少鱼类存量的捕捞力水平。
总收入:通过售卖一定数量的产品或服务获得的总收入,等于价格乘以卖出的产品数量。
边际成本:生产或消费额外一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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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行一艘船的平均成本(averagecost)也是4000美元。所有船的总成

本(totalcost)等于4000美元乘以船的数量。通过从总收入中减去总成本

(TC),我们得到渔业的总利润(profits)(TR-TC),如表4.1所示。

我们可以从表4.1中看到在600艘船和700艘船时,渔业的利润都是300
万美元。d 图4.2绘制了在每一努力水平下渔业的总收入、总成本和总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在600艘船和700艘船之间,即在650艘船时利润最大化了。

如果努力水平过高(超过1200艘船),渔业的总利润可能是负的。

表4.1 渔业的总捕获量、总收入、总成本和总利润

船只的数量(百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捕获量(百吨) 10 20 30 40 48 54 58 60 60 58 54 48 40

总收入(百万美元) 1 2 3 4 4.8 5.4 5.8 6 6 5.8 5.4 4.8 4

总成本(百万美元) 0.4 0.8 1.2 1.6 2 2.4 2.8 3.2 3.6 4 4.4 4.9 5.2

总利润(百万美元) 0.6 1.2 1.8 2.4 2.8 3 3 2.8 2.4 1.8 1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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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渔业的总收入、总成本和总利润

过度捕捞的诱因

我们知道利润的最大化水平是在650艘船时。但是在缺乏有关渔业管理

规定的情况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渔业努力程度? 我们假设每个渔民只关注

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每个个体不会考虑他们的活动对整个渔业的影响,只
会考虑捕鱼对他们是否有利可图。与其关注表4.1中整个渔业的价值,倒不

如从个体渔民的角度考虑问题。





d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分析限制在最大化渔业的利润上。因此,我们不考虑消费者从购买鱼中获得
的收益以及任何外部性。

平均成本:每单位产品或服务带来的生产平均成本,等于总成本除以产品数量。
总成本:一个企业生产产出带来的总成本。
总利润:获得的总收益减去生产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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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每艘船的运行成本是4000美元。对于表4.1中的每一水平的努

力,我们可以通过将总收入除以船只数量来计算每一个渔民的收入。例如,运
行800艘 船 的 总 收 入 是600万 美 元,所 以 每 艘 船 的 收 入 是7500美 元

(6000000/800)。这是平均收入(averagerevenue)或者每艘船的收入,如表4.2
所示。用数学公式表示,AR=TR/Q。通过减去每艘船的运营成本4000美元,

我们获得每艘船的利润,这也在表4.2中显示出来。

假设有400艘船在运行。我们在表4.2中可以看到每艘船带来的收入是

10000美元,带来的利润是6000美元。另一些人会注意到捕鱼有利可图,所
以新的渔民将会加入该河域的渔业。无论是现有的渔民需要更多的渔船还是

新的渔民进入这个渔业,只要渔民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产业,渔船的数量将会持

续增加。

表4.2 个体渔民的收入,成本,利润

船只的数量(百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每艘船利润(千美元) 10 10 10 10 9.6 9 8.2 7.5 6.6 5.8 4.9 4 3.1

每艘船成本(千美元)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每艘船利润(千美元) 6 6 6 6 5.6 5 4.2 3.5 2.6 1.8 0.9 0 -0.9

同样,当渔船超过400艘时,在表4.2中,每艘船的利润开始下降,我们进

入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减区域。但是只要运行每一艘船都是有利可图的,就会

存在一个动因吸引更多的船进入这个产业———即使进入绝对规模报酬递减区

域。例如,当有1000艘船运作时,每艘船的利润依旧有1800美元。因此,尽
管额外的船只会减少总捕获量以及总收入,但是对于单个渔民来说,这里依旧

存在经济动因使他们投入更多的船。

只有当渔船的数量达到1200艘时,每艘船的利润最终跌为0,再有一艘

船进入,每艘船的利润将会低于0,这对于一些渔民来说就有了退出这个产业

的动机。超过1200艘船,市场通过无利可图发出一个信号,即这个产业已经

过度拥挤了。因此,开放存取均衡(open-accessequilibrium)是1200艘船,

在这个点上不再有动机进入或者退出这个市场。e

开放存取均衡很明显不是经济有效的。这个市场信号来得太迟了———远

远高于有效水平650艘船。通过表4.1,我们发现在1200艘船时,整个产业




e 你可能会怀疑为什么更多的船愿意继续运行,尽管每单位船的利润相当小。我们的解释是先假设一种
情况,例如,即使每艘船的利润是50美元,也会有更多的船只被吸引进这个行业。在这个例子中,利润代表经济
利润,这是和渔民下一个最好的选择相关的利润。只要这个利润是正的,捕鱼比下个最好的选择更有吸引力,这
里就存在动因投入更多的船进入这个行业。

平均收入:一个企业收到的每单位产品或服务的平均价格,等于总收入除以产品数量。
开放存取均衡:由于市场自由进入导致的一个开放存取资源使用的水平,这种使用水平可能会导致

此资源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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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为0。产业利润的确可以通过减少捕捞努力量来提高。

除了经济无效之外,开放存取均衡也是生态不可持续的。由于开放存取

均衡处在绝对规模报酬递减区域,渔业最终可能会崩溃。自由进入以及在个

体水平上的利润最大化的力量,通常作用于推进经济有效,但是在公共财产资

源的例子中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些力量鼓励过度捕捞,最终会消除整个行

业的利益以及摧毁自然资源。对于这个现象的经济解释是渔民可以免费接近

有价值的资源———鱼群。经济逻辑告诉我们,定价太低的资源会导致过度使

用,定价为0的资源将会被浪费。

这个现象有时被称作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因为公共资

源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没人有动机保存它们。相反地,人们有动机在别

人得到它之前尽可能多地使用。当资源充足时,例如在殖民时期,鱼群的数量

远超于人们的需求或者捕获能力,这就不存在问题。当人口和需求足够大时,

捕鱼技术更加先进,经济逻辑勾勒出一个过度捕捞的危险,甚至是整个渔业的

崩溃。

公共财产资源的边际分析

经济学家通过比较边际收益(marginalbenefit)和边际成本来确定有效

的结果。这真的只是一个常识———如果做某件事的收益大于成本,通常做这

件事是有意义的。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只要增加一艘船的收益大于成本,

那么对于整个产业来说保持船的增长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如果一艘船的

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marginalrevenue),那么提高船的数量是有效的。

然而,当边际成本大于或等于边际收益时,我们应该停止增加船只。经济有效

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我们知道,边际成本固定在4000美元。为了计算每一单位捕捞努力的

边际收益,我们来计算当捕捞努力改变时收入的增加(捕捞努力以船只的数量

计算)。我们通常会说从一单位捕捞努力水平到另一单位捕捞努力水平的边

际变化,所以我们计算两个捕捞努力水平之间的边际收入。

让我们考虑渔船的数量从400提高到500时的边际收益。产业的总收入

从400万美元提高到480万美元,提高了80万美元。由于是额外的100艘船

提高了80万美元的收入,所以当渔船的数量从400提高到500时,每艘船的

边际收益是800000/100=8000美元。数学表达式为:






公地悲剧:公共财产资源被过度采伐的趋势,因为没有人有动机去保护该资源,而个人的财政激励
促使他们扩大采伐。

边际收益:生产或消费额外一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收益。
边际成本:通过卖出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获得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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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ΔTR/ΔQ
从400艘船提高到500艘船是有经济意义的,因为边际收入是每艘船

4000美元。换句话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所以将渔船的数量从400提

高到500提高了渔业的经济效率。

表4.3计算了每个努力水平之间每艘船的边际收益以及边际成本。在

600艘船和700艘船之间,边际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每艘4000美元。因

此,我们可以说,捕捞努力的有效水平在600和700之间,如图4.3所示。

经济有效的结果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即当船只数量为650艘时。

但是开放存取均衡出现在平均收入等于1艘船的成本时。在这个例子中,由

于成本假设不变,边际成本4000美元也是平均成本。注意,在650艘船时,

平均收入和平均成本的差别大约是4500美元。这代表在有效努力水平上每

艘船可获得的利润。我们将在下一个单元看到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如果对于

650艘船,每艘船可以获得的利润为4500美元,那么整个产业的最大利润是

290万美元。显然,这比开放存取均衡的总利润有了一个大的提高。

经济有效的结果也更可能是生态可持续的。回头看图4.1,我们可以发

现,650艘船正处在规模报酬递减区域,而不是绝对规模报酬递减区域。虽

然捕捞努力足够高,使得个人捕捞量有所减少,但是这不可能导致渔业的

崩溃。

表4.3 渔业的边际收入和成本分析

船只的数量(百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收入(百万美元) 1 2 3 4 4.8 5.4 5.8 6 6 5.8 5.4 4.8

边际收入(千美元) 10 10 10 8 6 4 2 0 -2 -4 -6 -8

边际成本(千美元)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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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渔业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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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管理的政策

使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经济有效的结果,并且降低捕捞努力以保护

渔业? 其中一个选择可能是所有渔民协议自愿将捕捞努力水平限制在650艘

船。但问题是每一个渔民依旧有强烈的经济动机投入一艘或更多的渔船,这

将使协议作废。此外,新的渔民会被吸引进渔业,并且不受自愿协议约束。

由于外部性的问题,实现有效的结果需要管控。一种政策选择是通过使

用执照费(licensefee)来阻碍过度捕捞。正确的费用可以参照图4.3来决

定。我们希望直到650艘船的有效水平捕捞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我们想要

阻碍超过这个水平的捕捞,所以执照费需要足够高,从而使得第651艘船无利

可图。在650艘船时,平均收入是每艘船8500美元,利润是每艘船4500美

元。在651艘船时潜在的利润将略低于4500美元。因此,我们将执照费定

在4500美元,那么第651艘船将无利可图,并且捕捞努力在650艘船时达到

新的均衡。换句话说,伴随着4500美元的执照费,在650艘船时捕捞依旧有

利可图,但是超过650艘船就变得无利可图。所以“正确”的执照费是在有效

努力水平下的平均成本和收入的差。执照费有效地将无效率的开放存取均衡

转变为有效的结果。

在650艘船的时候,每一个渔民将处在完全竞争的位置,获得最少的或者说

“正常”的利润。f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竞争的逻辑是保护生态系统,而不是摧毁

它。实际上,渔民将被要求为之前免费的资源———鱼群———的捞捕权付费。这

项政策在渔民中不得人心,但是它会阻止这项产业毁掉他们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征收执照费的好处是政府获得了一笔收入来源。对每艘船征收

4500美元的费用,政府有效地聚积了潜在的产业利润达290万美元。这笔收

入可以用于任何目的,例如,改善鱼群的栖息地,弥补那些因为征费而离开渔

业的人,或者投资于能减少渔业伤害的技术。

另一个可以实现相同目的的政策是定额(quota)的使用,或者说捕捞限

额。政府官员可以对整个渔业规定一个限额,但是规定谁有权捕捞一定数量

的鱼可能会引起争议。如果把这项权利赋予当前的渔民,那么新加入者就会

被排除在这个产业之外。另外,渔民可能会持有个人可转让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ablequotas,ITQs),这可以卖给想进入整个产业的人。在一些例子

中,打猎或者捕鱼的有限权利被分配给土著居民。例如,专栏4.1是ITQs的





f 正常利润是指一项生意在产业中生存的最少利益。它等于下一个最好选择可以获得的利润。
执照费:为了使用一种资源而支付的费用,例如捕捞许可证。
定额/定额系统:通过限制资源收获许可的方式限制资源使用的系统。
个人可转让配额(ITQs):可交易的收获资源的权利,例如允许捕捞特定数量鱼的捕捞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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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
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拍卖市场上出售捕捞限额,最终导致和执照费相

同的经济结果。设想政府正确设定650艘船是有效的船只数量,并把这些许

可数量放在拍卖会上。那么,这些许可权的最终报价是多少? 如果渔民们理

性的预期在这个努力水平下,潜在的利润是每艘船4500美元,那么许可权的

价格将会被拍到4500美元。实质上,定额产生了与执照费相同的结果,无论

是在船只的数量还是在政府的收入上。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它都需要有计

划的政府干预。尽管经济学家经常表示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运行将更有效

率,但是以下就是一个政府干预更有效率(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可持续

性上)的例子。

专栏4.1 实践中的公共财产资源管理:个人可转让配额

一个利用个人可转让配额管理渔业的真实的案例是长岛蛤渔业。这

个案例显示出配额制度的细节大大影响了这个产业的效率。

纽约环保部只分配了22个许可权,限制每年的捕获量为300000蒲

式耳。在2011年的物价水平上,每一许可权的潜在收入为135000美元。

然而渔民声称扣除成本之后,单单一个许可权不足以谋生。许可权

被转让,意味着一个渔民可以持有多个许可权。但是许可权系统最初规

定一艘船对应一个许可权。如果你买了第二个许可权,你就需要运行第

二艘船,这将使你的运营成本加倍。这个要求意味着有效的结果不能

实现。

在2011年,政府改变了法律,允许“合作经营”———意味着渔民不再需

要为了额外的许可权再购买并运营更多的船。给定总限额保持在300000
蒲式耳,这条法律不会影响渔业的生态,但是它潜在地提高了产业的经济

效率。

资料来源:《新闻日报(纽约)》,2012年7月6日,A28版。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还没有考虑外部性。高努力水平的捕捞会产生负

的外部性,如水污染或者减少休闲娱乐的机会。如果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有效

结果低于650艘船,并且我们在设置执照费或者定额时还需要将这些外部性

考虑进去。如果我们将这些负外部性货币化,则把这些货币化的外部性加到

费用中,进一步降低努力水平。
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管理公共资源需要一定的社会规范。许多传统

社会通过实施社会可接受的管理渔业的规则来保持渔业的繁荣。这个方法体

现了限制捕捞和保存资源的长期原则。
人口增长、高需求以及技术进步使得这些规则的实施变得复杂。由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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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对鱼的需求增长,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过度捕捞,鱼的价格趋于上升。高价

格使得开放存取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它提高了捕鱼的获利能力,鼓励更多

人进入这个产业。技术进步也使这个问题恶化———通常生产率提高是有利于

社会的,但是在开放存取资源的例子中,它加重了对资源的压力,并使得生态

系统更可能崩溃。例如,声纳系统可以追踪鱼群,对于大渔船来说,更易于它

们提高捕获量,但是也加速了鱼群的消亡。
经济理论和生态原理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找到管理公共资源的方法,避

免因为过度使用而使它们遭到毁灭的风险。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

一样,以渔业为例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原则适用于其他许多资源,如森林、公地

甚至大气。

4.2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公共物品(publicgoods)的概念。普通商品,比
如汽车,通常由个人所有,并且只有购买者享有它们的效益。相反,公共物品

使许多人受益,经常是整个社会。与公共资产资源一样,公共物品也具有非排

他性,但是它还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good)。如果一种商品是非竞争性

的,一个人对它的使用不会减少它对于其他人的质量和数量。g

美国的国家公园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国家公园对所有人开放,一些人对它

们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人的享受(除了当过度拥挤成为问题的时候)。公共

物品并不一定就是环境方面的问题:高速公路系统或者国防都是公共物品的例

子。另一个非环境公共物品的例子是公共广播,因为任何有广播的人都可以收

听它,并且一些人对其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其的使用。环境保护的一些

方面也可以归类于公共物品中,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对健康的环境有兴趣。h

我们能够通过市场为我们提供合适水平的公共产品吗? 答案很明显是

“不能”。在很多例子中,市场根本不会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上的商品会有价

格,并且通过明晰的产权来排除非购买者享受购买者的权益。因为公共产品

的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的特点,没有人会愿意为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

物品付费。




g 公共物品的标准定义是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如果已经提供给一个人,那么可以无额外成本地提供给
其他人(Pearce,1992)。一个“纯”公共物品是指生产者不能排除任何人消费的物品,所以一种纯公共物品呈
现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性质。
h 理论上,国家公园不是一项纯公共物品,因为它可以收取门票,从而排除那些不付费的人进入。但

是只要它保持免费或者低门票,那么它依旧可以算作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可以被所有人使用的物品,并且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可获得性。
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物品不会限制其他人使用该物品的权利;公共物品的两个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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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依赖于捐赠。这与一些诸如公共广播和电视

的公共商品有关。一些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的栖息地,即使是私人拥有的,也可

以被认为是公共物品(见专栏4.2)。然而,捐赠通常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

品。由于公共产品是非排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公共物品中获益,无论他们

是否为它们付费。尽管有些人可能愿意为公共广播付费,但是其他大部分人

仅是简单地免费收听。这些不付费的人选择搭便车(freeriders)。很显然,

一个自愿捐献的系统不足以维持下去,如国防供应。

尽管我们不能通过市场或者自愿捐献来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公共物品的

充足供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重要。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同样需要一定程度

的政府参与。关于公共物品供应的决定一般由政府部门决定。这通常都是正

确的,如国防。在政策决定制定时,必须考虑一些市民可能同意更多的国防支

出,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支出更少。但是政策必须制定,并且政策一旦制定,我

们都将通过税收付费。

类似地,关于环境公共物品的供应的决定必须由政治系统制定。例如,国

会必须决定建造国家公园的基金。公园是否需要更多的土地? 可否为了发展

卖出或者租出现存的一些公园? 在做类似的决策时,我们需要环境设施的公

共需求水平的一些指标。在这里,经济理论会有帮助吗?

专栏4.2 自然保护协会

虽然不能依赖自愿捐赠来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但这种努力是政府

努力的一个有效的补充。自然保护协会,成立于1951年的环保组织就是

一个成功的例子。不靠政治游说和宣传,自然保护协会致力于利用它所

收到的捐赠购买土地。这种方法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自愿的市场,在这个

市场里人们可以表达他们对栖息地保护的偏爱。

这个组织成立于美国,现在超过30个国家运作。自然保护协会在全

球范围内保护了超过1.19亿英亩的土地———等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面

积。它保护的大部分土地都用作娱乐,虽然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允许采伐

和打猎,以及其他的一些用途。

除了直接购买和管理土地之外,自然保护协会也和土地主一起建立

保护地役权。在一项保护地役权的例子中,土地主卖出开发土地的权利,

但是还保留所有权和一些传统的用途,如放牧和伐木。另一项努力是他

们开展的“种10亿棵树”计划。他们在巴西的热带雨林地区种树,每收到

1美元捐赠,就种1棵树。

 搭便车:个人或者群体从公共物品中获得收益但是不为其支付价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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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协会友善的使用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它通常被认为是最

受信任的非营利组织之一,并因为它有效的捐赠使用而受到夸奖。尽管有

一些经济学家怀疑它的一些政策,如卖掉一些捐赠的土地用于盈利而不是

保护,但是它的努力使得个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改善栖息地的保护。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协会,www.nature.org.

公共物品经济

公共物品提供的问题不能通过通常的供给和需求分析过程解决。在上述

讨论的渔业案例中,问题来自于生产方———传统的市场逻辑导致过度捕捞,对
资源产生过量的压力。在公共产品的例子中,问题产生于需求方。回顾在第

3章我们提到的需求曲线,它既可作为边际收益曲线,也可作为意愿支付曲

线。一个消费者愿意为一件T恤支付,比如30美元,因为这是他或者她可以

从拥有T恤中所获得的收益。但是在公共产品的例子中,某人从公共物品中

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不等于他愿意为它支付的价钱。具体来说,他们愿意支付

的价钱远远低于他们的边际收益。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阐释这一点。考虑一个只有两个人的社会:Doug和

Sasha。两个人都很看重森林保护———一项公共物品。图4.4显示了每个人

从森林保护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作为常规需求曲线。保护每英亩土地的边

际收益会随着有更多的保护而降低。我们可以看到,Doug比Sasha获得的边

际收益要高。这是因为Doug可能从森林中获得更多的娱乐,或者这只是反

映了不同的偏好。

保护森林的 社 会 边 际 收 益 来 自 于 两 条 边 际 收 益 曲 线 的 垂 直 加 总

(verticaladdition)。在图4.4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已经保存了10英亩的

土地,那么对于Doug来说,额外1英亩地的边际收益是5美元。而Sasha的

边际收益只有2美元,所以额外1英亩地的社会边际收益是7美元。注意,总

需求曲线是曲折的,因为在折点的右边曲线只反映Doug的边际收益,Sasha
的边际收益在这个范围中都为0。

假设保护森林的边际成本固定在每英亩7美元。这在图4.4底部的图案

中可以看出。在这个例子中,森林的最佳水平是10英亩———在这个点上,边
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socialbenefits)。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Doug和

Sasha愿意为森林保护支付多少钱的问题。在公共产品的例子中,一个人的




垂直加总:在相同的需求数量上,将几条需求曲线的价格相加。
社会收益: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市场和非市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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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森林保护经济学

边际收益曲线和愿意支付曲线并不相同。例如,虽然Doug此时的边际收益

是5美元,但是他有动机成为一个搭便车者,他可能只愿意支付3美元或者一

点也不付出。

问题来自于我们没有一个市场可以精确地反映人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来收集人们对公共物品的估价(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经济

调查),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提供准确的答复。最后,关于公共物品的决定需要

一些社会考虑。一种可能性是候选人可能会为了他们的选票做出有关公共物

品的决定。另一种有关于民主进程,如直接选举和当地的市镇议会。

即使我们达到了从社会角度看的“正确”的供应水平,由于个体之间的不

同也会引起另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已经正确地确定了森林保护的合适水平

10英亩。在边际成本7美元/英亩下,我们需要支出70美元作为保护付费。

我们可以向Doug和Sasha每人征收35美元。Doug的最低边际收益也有5
美元,所以他所获得的总收益至少为50美元,所以他可能不会反对35美元的

税收。然而Sasha的收益更低,她可能会觉得税收太高了。

假设我们将两个人的例子扩展到美国全国人口———1.14亿人。如果人

们的偏好都和Doug与Sasha类似,我们将需要大约40亿美元(1.14亿×35)

用于森林保护,每个人需要缴纳35美元的税收。但是,显然每个人的边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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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不同的。而去评估每个人的边际收益是不现实的。必须从全社会的角度

做决定。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付的钱太多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用于森林

保护的钱不足。但是向每个人征税对实现这个目标来说是重要的。关于公共

物品中效率与公平的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4.3 全球经济

在对公共财产资源和公共物品的例子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扩展了我

们自愿和环境分析的范围。我们需要搞清楚一点,这些例子与我们第3章讨

论的外部性理论非常相关。感觉上,我们在处理具体的外部性例子。增加额

外一艘船的某渔民对其他渔民施加了一个外部成本,使得他们的平均捕获量

微微下降。一个环保组织购买以及保存一块重要的栖息地对剩下的我们赋予

一个外部收益。

然而,对于这些例子分析的扩展似乎会引起其他一些问题。我们真的能

够将所有环境问题都定义为“外部性”问题吗? 对于外部性概念的使用似乎意

味着它成为经济理论中的第二角色———外部性理论加上除此之外的经济理论

似乎就完整了。但是这些外部性真的是一些更基本东西的症状吗?

在我们考虑的近些年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众多环境问题中,我们看

到了这些涉及公共财产资源以及公共物品案例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全球变暖

问题、臭氧层空洞、海洋污染、淡水污染、地下水超采以及物种灭绝与这章讨论

的问题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这些问题盛行产生了一个新的焦点———全球公共

物品。如果许多全球资源和环境系统都显示了公共财产资源或者公共物品

的特征,可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于全球经济的看法。

不是只关注与经济增长而把外部性当作一个事后想法,我们需要意识到

全球经济系统高度依赖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对这些系统现状的评估以及

对经济怎样能最好地适应地球限制的评估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暗示了对新的

经济政策方法以及国内和国际新的制度的需求。显然,这引起的问题超出了

对个人捕鱼以及国家森林管理的范围。

对全球公共利益的管理引起了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这需要不同政府之

间的安全协议。除了冲突观点以及搭便车诱惑的可能,几个重要的国际协议,

例如关于臭氧层空洞的《蒙特利尔协议》已经得已实施去应对对全球大气、海
洋、生态系统的威胁。在其他一些例子中,例如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协

 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共同拥有的资源,例如大气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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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还难以有效地实施,因为许多国家在等其他的国家行动或者不同意承担

成本。

我们将在第7章中研究从更广泛角度看公共财产问题的一些启示,并在

之后的一些章节考虑全球公共利益的管理问题,特别将在第18章和第19章

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总结

公共财产资源是那些由群体所拥有的资源,没有对个人或者公司分配私

有产权。管理这些资源可能用到很多系统,例如传统使用习惯和政府管理。

但没有规则限制使用的时候,资源是开放的,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限制地

使用。这种状态将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有时将会摧毁它的生态功能。

公地悲剧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海洋鱼类的过度捕捞。由于没有对捕捞的限

制,经济动机造成过量的渔船入海。最终导致鱼群耗减,所有渔民的收入变

少。但是在经济利润到零之前,这里一直都存在动机使得新的参与者进入渔

业。这个开放存取均衡不但是经济无效的,还是会对生态造成损害。

应对开放存取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可能的政策包括执照和限额的使用。

限额可以分配给个体渔船,并且可以流通。在小一点的传统社会,往往遵循资

源管理的社会原则。但是在大型工业化国家,伴随着捕捞的先进技术和其他

资源提炼技术,对开放存取资源的政府管理是必须的。

类似地,在公共物品提供领域积极的政府政策也是需要。公共物品一旦

被提供,将会使大众受益而不是选中的几个人。他们包括商品和服务,例如公

园、高速公路、公共健康设施以及国防。没有个人或者个人团体有足够的经济

动机或者基金提供公共物品,然而它们的利益非常大,并且对于社会全人类都

很重要。许多环境公共物品,例如森林和湿地的保护,不能由市场提供足够的

量,需要政府干预和公共基金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

全球范围的许多公共资产资源和公共物品,包括大气和海洋,引起了关于

全球利益合适管理的问题。需要新的制度管理全球水平上的公共财产资源。

这里的难点在于建立有效的国际权威去监管那些威胁全球经济系统的活动。

问题讨论

1.一项好的渔业管理政策是否可以获得最大可持续捕捞? 我们从经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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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谈论最优均衡时,是否这个均衡也是生态最优的? 什么使得经济原则、生态

原则与渔业管理相冲突?

2.假设本章中讨论的渔业例子不是公共财产资源,湖里的鱼属于个人或

者一家公司。所有者可以选择允许捕捞,并且为此收费。这与公共财产资源

的例子中的经济逻辑有什么不同? 是否这里的经济效率更高? 谁可以获得社

会净收益?

3.通过公共产权资源的例子讨论技术进步对一个产业的影响。例如,考
虑捕捞设施的技术进步使得捕捞船只的成本减半。技术进步通常提高社会净

收益。在这个例子中是不是这样? 当由政府干预时呢?

4.你是否认为可能在私有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划分清晰的界限? 下列哪

一项物品可以看作公共物品:农田、林地、海滨、高速公路、城市公园、停车场、

体育场。什么样的市场或者公共政策原则可以适用于这些商品的供应?

练习题

1.莫斯科干旱地区的农民用地下水灌溉。地下水最大再生的速率是每天

34000加仑。水井的总产量如下:

水井数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总水量(千加仑/天) 100 200 280 340 380 400 400 380 340

运行一口井的成本是每天600比索;对于农民来说水的价值是0.1比索

每加仑。计算每一口井产出水平下的总收入。

如果每口井由不同的农民拥有,将运行多少口井? (首先你需要计算平均

收入。注意水井数量是以10为单位的。)从经济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角度分

析结果。

经济有效的水井数量是多少? (首先你需要计算边际收入)写出在这个水

平下被最大化的社会净收益。

社会有效均衡是怎么实现的? 在这个例子中,是否社会有效均衡也是生

态可持续的?

如果每口井的运行成本是每天400比索,则结果会怎样?

2.四个镇共享一个水资源。通过购买岸边的空地,他们可以保护水资源

免受污水、路面径流等污染。建立在水处理成本基础上的对空地的需求,可以

表达为:

P=34000-10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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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Qd 是购买的土地,P 是小镇愿意支付的价格。

如果土地的成本是30000美元/英亩,如果每个小镇独立运行,将会有多

少土地被购买? 如果它们组成一个联合体,土地的购买量又是多少? 用图表

的形式表示。(如果经济理论不清楚,试想四个镇的代表坐在一张桌子,讨论

购买不同数量土地的成本和收益。)

哪一个会是社会有效的途径,为什么? 如果土地的价格变成36000美

元/英亩,答案会怎样?

从对干净水的需求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干净的水是不是公共

物品? 水是否总可以被看作公共物品?

注释

1.ThisconceptwasfirstintroducedinHardin,1968.Amorerecentas-
sessmentoftheissueisgiveninFeenyetal.,1999.

2.Foranextensivetreatmentoftheeconomicanalysisoffisheriesand
othernaturalresources,seeClark,1990.

3.SeeHeal,1999,andJohnsonandDuchin,2000,ontheconceptofthe

global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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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ww.iasc-commons.org.Linkstoarticlesrelatedtomanagementof
common poolresources.The siteis mana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fortheStudyofCommonProperty,“anonprofitAssociationde-
votedtounderstandingandimprovinginstitutionsforthemanagement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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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使用还是保护不可再生资源,你是怎样抉择的?
● 如何对未来资源消费进行估值?
● 如果资源趋于耗尽,价格和消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5.1 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

资源有可再生资源①(renewableresources)和不可再生资源②(nonrenew-
ableresourses)。可再生资源如果管理合适,那么将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使用。

良好管理的农场、森林和鱼塘———我们可以预测这些资源能够持续生产数个

世纪。相对地,不可再生资源不能永久持续使用。一些资源可能相对比较稀

缺,如高品质的铜矿石矿床和原油供应。这就引起了有关我们今天使用多少

资源以及留给未来多少资源的问题。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我们现在对资源的使用太快了。另一个观点是技术进

步和适应性将避免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理论是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的呢?

为了简化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分析,我们假设我们有一种已知的、数量有限

的、在两期使用的资源。例如,高质量铜的供应量是一个固定的数字。那么,

我们该怎样在两期内对资源进行分配呢?

一个简单的不可再生资源分配模型只与两个时期有关。(如果我们考虑

所有可能时期,虽然并不是不可解的,我们将看到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我们

的经济分析将权衡比较铜在现期和未来的经济价值。铜矿的所有者将在未来

价格预期的基础上决定是立刻开采还是保留至未来开采。我们可以将这个问

①
②

可再生资源:可以由生态系统持续供应的可再生的资源,例如,森林、渔业会因物种的灭绝而耗竭。
不可再生资源:有固定供应量的资源,如矿石和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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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表述成标准供给和需求问题的一个延伸。a

当期均衡

首先,让我们只考虑当期。图5.1a显示了铜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从这个

图中,我们可以得到铜的边际净收益③(marginalnetbenefit)曲线,显示出每

一单位铜消费价值和供给成本之间的不同。(例如,我们一开始开采1单位铜

的成本是50美元,但对于购买者来说,它的价格是150美元,则它的边际净收

益为100美元。)

L!
Pd�150�0.25Q

�4
Ps�50�0.25Q

��	4�


J+�F

e

100

150

100

50

0 200

图5.1a 铜的供给、需求和边际净收益

从图形上看,边际净收益就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边

际净收益通常在开采第一个单位时最大,到均衡时减为0。如果我们准备开

采超过均衡数量的铜,由于开采铜的边际成本高于其对于购买者的价值,所以

边际净收益为负。

边际净收益的概念是将同一时期的供给和需求信息压缩至一条曲线的简

易方法。铜的边际净收益通过曲线MNB 表示,见图5.1b。

100

150

100

50

0 200

MNB�100�0.5Q

J+�F

DK��+U4�U

图5.1b 铜的边际净收益

③
a 这里的分析排除了铜的循环利用;循环经济将在第11章和第17章讨论。

边际净收益:额外一单位消费或者产出的净收益,等于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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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上,如果需求供给公式如下:

Pd =150-0.25Q
以及

Ps =50+0.25Q
边际净收益如下:

MNB=Pd -Ps =[(150-0.25Q)-(50+0.25Q)]=100-0.5Q
在均衡数量Q=200时,边际净收益为0,意味着生产消费超过200单位

的铜不再提供额外净收益。边际净收益曲线下的区域表示总净收益④(正如

需求曲线下的区域显示了总收益以及供给曲线下的区域显示了总成本一样)。

当边际净收益等于0时,总净收益最大化。这和第一时期的普通供给需

求均衡一致,数量200,价格100。我们称之为静态均衡⑤———只适用于只考

虑当前价格和收益的情况。b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时期的边际净收益。当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这个价

值,因为没人可以预知未来,但是我们知道两个期间可以开采的铜的固定数

量。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第二期铜的边际净收益与第一期的完全一致。

换句话说,在第二期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没变。(这个假设对于分析来说不是

必须的,但是这会使得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变得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图5.2比较两个时期。我们用水平轴测量铜的总量———例

如,250单位———接着照常在图5.2上放置第一时期的边际净收益曲线,

MNB1。接下来,我们用镜像的方式,从右到左在图5.2放置第二时期的边际

净收益MNB2。我们有两个水平尺度,第一时期的数量Q1 从左向右显示,第

二时期的数量Q2 从右向左显示(见图5.2)。在水平轴上的任一点,两个时期

的总数量相加为250单位。

0
250

Q1
Q2

MNB1 MNB2

PV[MNB2]

50
200

100
150

150
100

200
50

250
0

100

75

50

25

100

75

50

25

J+�F

DK��+ U4�U

图5.2 两期的资源分配

④
⑤

b 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假设铜的生产不存在外部性。外部性对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影响将在第11章
中讨论。

总净收益:总收益减总成本。
静态均衡:只考虑当前成本和收益的市场均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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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分析。因为我们想要比较两个时期,我们必须将未来

的价值折现。现值⑥(presentvalue)的经济概念取决于折现率⑦(discount
rate)的使用。例如,假设我允诺10年后给你1000美元。那么这个允诺的现

值是多少?
假设我确信,你将来肯定能收到这笔钱,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取决于折

现率。假设这里的利率为7.25%。c 以复合计息的方式计算,500美元放在银

行10年后大约值1000美元。因此我们说10年后1000美元的现值约为

500美元。换句话说,现在的500美元和10年后的1000美元对你来说同

样好。d

在我们关于铜的例子中应用这个原理,假设该例中两期相隔10年。(将

10年只分为两期的假设虽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从这个简单的数学例子中阐

述的道理可以扩展到n 期模型。)使用现值模型,我们可以将第二期的边际净

收益变现到第一期。我们将用到以下公式:

PV[MNB2]=MNB2/(1+r)n

这里,r是每年的折现率,n 是两期之间的间隔。
如果r=0.0725,n=10,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

PV[MNB2]=MNB2/(1.0725)10=MNB2/2
第二期边际净收益的现值在图5.2中表示为未折现的 MNB2 曲线中一半

高的一条曲线。

两期的动态均衡

做出这样特殊的图形的目的现在看来很明显。考虑 MNB1 曲线和

PV[MNB2]曲线的交点。这个点上两期铜的边际净收益现值是相同的。这

是资源最优跨期分配,因为在这个点上不能通过将消费从一期转移到另一期

来增加净收益。正如在这张图上看到的,最优分配方案是第一期分配150单

位的铜,第二期分配100单位的铜。从代数上看,这个方法可以通过联立两个

等式实现:

MNB1=PV[MNB2]
和

Q1+Q2=250

⑥
⑦

c 我们假设这个是真实利率,校正了预期通货膨胀。
d 你可能反对说你更愿意今天花500美元。但是如果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以当期7.25%的利息借

500美元实现你的选择。10年后你要偿还的债务是1000美元,你可以通过10年后我给你的1000美元
偿还。

现值(现值):未来成本或收益流的当前值;折现率是将未来成本或收益贴现为当前值。
折现率:将未来预期收益和成本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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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等式是供给约束⑧(supplyconstraint),这告诉我们两期的供给数

量之和必须等于250。

我们先解第一个等式:

MNB1=100-0.5Q1=PV[MNB2]=(100-0.5Q2)/2
100-0.5Q1=50-0.25Q2

因为Q1+Q2=250,Q2=250-Q1。将其代入上式,得:

100-0.5Q1=50-0.25(250-Q1)

0.75Q1=112.5
Q1=150,并且因为Q1+Q2 必须等于250:

Q2=100
我们可以用之前介绍的福利分析的方法检验这个方法是否是经济最优

的。通过选择Q1=150以及Q2=100的均衡点,我们获得最大化总净收益,如
图5.3a中的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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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a 最优跨期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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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b 次优跨期资源分配

⑧ 供给约束:供给的上限,如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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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结果与其他分配方式比较,比如Q1=200以及Q2=50。正如图

5.3b所示,新的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比较低。通过将50单位的铜从第二期

移到第一期,我们得到第一期的福利增加A2,但是第二期损失的福利为A2+
B2,净损失为B2。现在总福利是A1+A2+B1,比图5.3a中的A+B 要小。
同样地,对于其他分配方案,我们都将证明不会优于Q1=150和Q2=100的最

优水平。

使用者成本和资源消耗

让我们将数学分析和图形分析中学到的东西扩展到更常见的项目中。我

们知道,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铜来提高今日的利润(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不考

虑未来需求,我们现在最多可以使用200单位的铜)。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只使

用50单位的铜,那么我们可以给下一期留下200单位的铜———最大化下一期

的利润。但是如果今天使用超过50单位的铜,我们就在减少未来对铜的

使用。
另一种说法是今天我们对铜的使用提高了未来铜的消费成本。在上图

中,这些使用者成本⑨(usercosts)以稳步上升的曲线PV[MNB2]表示。今

天我们使用得越多,未来这些成本越高。使用者成本正是一种不同的第三方

成本或者外部性———时间上的外部性(externalityintime)。
只要现在使用铜所获得的收益高于时间给未来的使用成本,那么今日铜

的使用就是合理的。但是当使用者成本高于今天消费铜所获得的边际收

入———在我们的例子中,即超过150单位的任意现期消费水平———那么我们

就因现期的过度消费而减少总福利。
回顾我们的代数和图表分析,我们定义了第一期最优消费水平上的使用

者成本的价值。MNB1 曲线和PV[MNB2]曲线的交点的垂直距离就是均衡

时的使用者成本。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计算 MNB1 或者PV[MNB2]在均

衡点的值计算出使用者成本。
使用者成本=MNB1=100-0.5(150)=25

或者

使用者成本 =PV[MNB2]=50-0.25(100)=25
所以均衡时的使用者成本是25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回忆一下最初第一期的供给和需求(在图5.4a中重

新画出)。如果我一点都不考虑第二期,第一期的市场均衡将是在100美元的

价格下消费200单位铜。现在我们在普通生产成本上加上使用者成本———正

⑨


使用者成本:与未来可使用资源减少相关的机会成本。
时间上的外部性:影响将来或者后代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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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在不同生产成本上加上一个环境外部成本一样。结果由

图5.4a中的社会成本(socialcost)曲线S'表示。

新的均衡出现在150单位铜的消费水平上,价格是112.5美元。在新均

衡上使用者成本是25美元———旧的供给曲线S 和新的社会成本曲线S'之间

的垂直距离。

��U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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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a 附有使用者成本的铜市场(第一期)

我们可以通过原始的供给和需求公式计算这个新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价

格,在第一期供给曲线上加25美元的使用者成本即可。e 第一期:

Pd =150-0.25Q1 ,Ps =75+0.25Q1

联立这些等式,我们得到第一期的均衡:

Q1=150,P1=112.5
若第一期消费150单位的铜,那么第二期消费100单位的铜,第二期的价

格是125美元(假设需求条件未变),见图5.4b。使用需求等式,均衡价格即可

算出:

P2=150-0.25(100)=150-25=125
��U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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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b 铜市场(第二期)



e 这个等式不要求呈现精确的需求曲线,但是它可以给出正确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因为我们知道在该
水平上的使用者成本是25美元。

社会成本: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市场和非市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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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使用者成本内生化,新的市场均衡被称作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反映了即期和未来的需求。高价格给生产者和资源的消费者传

递了一个信号,使得他们现期的使用下降,从而给未来保留更多。但是使用者

成本是怎样在市场上反映出来的?

一种可能是施加在产品和销售上的资源消耗税(resourcedepletion
tax)。与污染税一样,这个税将使得有效的供应计划提高到真实的社会成本

S'。另一个政策方法是政府对资源开发进行直接控制,预留资源矿床或者保

持库存。

然而在某些例子中,市场并不需要政府干预将使用者成本内生化,特别是

对于资源耗竭将至的时期。在这个例子中,资源的私人拥有者将会预测第二

期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如果资源短缺是可以预见的,逐利的资源拥有者将保持现有的存量不卖

或者让铜矿留在地下,等待短缺时期更高的价格。供给限制将起到与征收资

源消耗税相同的效果(使得供给曲线向左向上移动)。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征
收消费税不是必须的———市场会自动针对铜矿资源的未来限制进行调整。

5.2 霍特林规则和时间贴现

如果不再呈现两个时期,而是考虑未来无限期的真实的世界,又会怎么

样? 我们需要为50年内预留多少铜矿? 100年呢? 扩展我们的两期模型,得
到一个更一般的理论为这些问题提供视角。这些问题测试了经济理论的极

限,并且处理了社会价值和经济理论中更具体的市场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以简单的两期模型为例解释了折现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不同折

现率下,两个期间的铜资源的分配变化非常显著。让我们从一个极端开

始———折现率为0。在我们的例子中,铜的均衡分配量将是每期125单位。

在折旧率为0的情况下,未来净收益与它们如果是现期净收益的价值相同。

因此,铜的总产量在两期平分。

在任何折现率大于0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偏爱现期的消费。在一个高折

现率下———比如50%———第一期分配的铜为198单位,接近静态均衡例子中

的消费量,并且使用者成本接近于0。高折现率使得现期消费的收益权重远

大于未来消费的收益(见图5.5和表5.1)。




动态均衡:既考虑当期成本和收益也考虑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市场均衡。
资源消耗税:开采或销售自然资源需要支付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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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不同折现率下的跨期资源分配

表5.1 不同折现率下的跨期资源分配

折现率(%) (1+r)10 Q1 Q2

0 1 125 125

2 1.2 132 118

5 1.6 143 107

7.5 2 150 100

10 2.6 158 92

15 4 170 80

20 6.2 179 71

50 57.7 198 52

我们可以将这个逻辑从一期扩展到很多期,甚至到无限期。相关的原理

称为霍特林规则(Hotellingsrule)。这个理论陈述了均衡时资源的净价格

(价格减去生产成本)必须以与利率提高相同的速率提高。
从铜矿所有者的角度考虑这个例子。所有者提取每单位的利润等于净价

格。在决定是否开采与卖出铜时,所有者将会权衡今天可以获得的净价格和

未来可能更高的净价格。如果当期的净价格加上利息超过未来可能的净价

格,所有者今天开采资源将获利更多。如果未来预期净价格高于当期的净价

格加上利息,那么等到未来再开采这些资源更有利可图。
如果所有资源拥有者遵循这个逻辑,今天提供铜的数量将一直增长到

今天铜的价格下降至足够低,鼓励资源所有者保存资源,期待未来更好的价

格。在这点上,霍特林规则提出:未来预期价格的增长将准确地沿着一条指

数曲线P1(1+r)n,这里的P1是当日的价格,r是折现率,n是从现在开始的

年数(见图5.6)。

 霍特林规则:均衡时资源的净价格(价格减去生产成本)必须以与利率提高相同的速率提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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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均衡资源价格的霍特林规则

如果这听起来让人困惑,简单来考虑,根据常识:高折现率产生了一个快

速使用资源的动机(由于资源的现期价值相对于未来价值较高);低折现率产

生了保存资源的动机。更一般地,我们可以说经济理论暗示了最优损耗率

(optimaldepletionrate)的存在。在市场条件下,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可以以一

个“最优”速率使用,在更高的折现率上这个速率将会更快。

有意思的是,根据这个理论,最优的资源消耗方式———折现率越高,消耗

完的时间越短。和最优污染理论一样,这也让许多人产生误解。难道要抛弃

留点东西给下一代的伦理吗?

一种回答是我们没有伦理要求把资源原封不动地留给下一代。相反地,

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包括因使用这些资源积累而来的资本的经济系统。如果我

们今天使用这些资源并且用于毫无意义的浪费上,这的确对后代不公平。但

是如果我们明智地投资这些资源,今天对资源的使用将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同时受益。用经济术语表达这个道理就是哈特维克规则(Hartwickrule)。

哈特维克规则说明我们应该投资资源租金(resourcerents)(来源于稀缺资

源所有权的收入)———资源销售收益,开采的净成本———而不是消费它们。因

此,我们可以用等价的生产资本来代替减少的自然资源。

对于折现,一个更广泛的批评建立在以下事实上———基于标准商业基础

上的折现率给下一代的权重比较低。这使得一些人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客观地

在折现率的基础上进行现值分析。这个问题对我们在第6章中估值和成本/

利益分析以及第7章长期可持续性分析中很重要。






最优损耗率:最大化资源现期净价值的自然资源损耗率。
哈特维克规则:资源使用的原则是与消费相比较,应该投资于资源租金———资源的规模收益,净开

采成本。
资源租金:从稀缺资源的所有权中获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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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影响耗竭性资源理论的问题在于资源开采的外部性。在本章中,

我们简单地假设在铜的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外部性,所以铜的供给曲线和需求

曲线准确地反映了它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在现实世界中,对铜的开采有严重

的环境效应。当高质量的铜矿用完后,从低质量铜矿中提炼铜的环境成本将

会上升。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将影响市场价格和跨期的铜矿开采。除此之外,

循环铜的市场在发展,为市场供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来源,但是在我们的基础分

析中未加以考虑。我们将在第11章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总结

不可再生资源可以现在使用或者保留至未来使用。经济理论对不可再生

资源跨期分配进行了一些指导。事实上,现期使用资源的净收益必须与它未

来使用的净收益相权衡。未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价值,我们用折现率来衡量未

来消费的现值。

使用者成本的概念捕捉到了这个想法,今日资源的使用给未来资源的消

费施加了一些成本。使用者成本是一种时间上的外部性,与其他外部性一样,

需要在市场价格上得到反映从而将所有社会成本内生化。将使用者成本纳入

市场价格将会减少今天的消费,留下更多给未来使用。

如果资源使用者预见到未来的资源短缺,现期的价格将会反映使用者成

本。价格上涨的预期将会为今日持有资源创造动机,以期在未来以更高的价

格卖出。根据霍特林规则,在均衡时,资源的净价格将会以利率上涨的速率上

涨。利率高,所有者更可能从今日对资源的开采以及出售中获利,而不是期待

未来更高的价格。

特别地,在考虑长期时,折现减少了使用者成本的重要性,使得人们几乎没

有保存非再生资源的动机。如果政府想要确保资源的长期供应,他们可以通过

资源消耗税将使用成本内生化,这和用污染税将当期的外部性内生化一样。

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直到耗尽,不留剩余给未来使

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使用当期折现率确定长期资源的分配是否合适或者

是否存在社会责任来为未来保存资源?

问题讨论

1.有争议说致力于不可再生资源保存的任何政府政策对于自由市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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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必要的干预。根据这个观点,如果一种资源开始稀缺,最可能意识到这

点的是参与资源交易的私有投资者和商人。如果他们的获利稀薄,他们将为

了未来利润持有这些资源,从而提高价格,提高未来储量。任何政府官僚主义

的行动可能都没有这些利益驱动的私人公司有效。评价这个观点。你认为存

在需要政府干预的例子吗? 如果有,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政策工具?

2.怎么将跨期的资源分配原理应用于诸如大气、海洋的环境资源? 你认

为关于最优消耗的结论是否同样成立?

练习题

我们可以通过对跨期分配模型进行修改来处理跨代资源收集问题。假设

一代为35年,我们只关注两代。当代对石油的供给需求函数如下:
需求:Qd =200-5P 或P=40-0.2Qd

供给:Qs=5P 或P=0.2Qs

(a)不考虑未来,画出当代均衡价格和消费数量的供给需求图。然后画出

当期消费的边际净收益曲线。用代数形式表达净收益。
(b)假设下一次的净收益函数和当期相同。但是这里有一个每年4%的

折现率,经过35年(1.04)35,大约等于4。石油总供给的上限为100单位。计

算两代间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用图的形式表现出来。
(c)这个有效分配的边际使用者成本是多少? 如果你将这个使用者成本

纳入最初的供给需求曲线,新的均衡将是什么? 稀缺地租是多少? 如果第二

代的需求曲线与第一期相同,那么那个时期的价格和消费数量是多少?
(d)这个答案与我们使用0折现率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总

结出关于长期资源分配普遍问题的什么道理?

注释

1.SeeHartwick,1977;Solow,1986.
2.See,forexample,HowarthandNorgaar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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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如何以货币的形式表达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
● 成本—收益分析的优点与限制是什么?
● 如何给人的生命与健康估值?
● 如何对下一代的利益估值?

6.1 经济总价值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环境对人类有极大的价值,从为经济提供基础材料投

入的自然资源到为人们提供干净的空气和水、耕地、防洪以及审美享受的生态

服务。有些价值以市场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市场数据,经济学家可以

估算消费者和生产者从市场商品服务中获得的收益。

但是,我们从自然中获取的许多收益不一定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产生。海

滨湿地可以减少极端天气下风暴潮的影响,旅行者通过参观国家公园获得一

种享受以及新生的感觉,还可以因为保护濒危动植物和保存荒地付出努力而

心生喜悦。除了这些普遍的看法,经济学家在分析各种政策实施的时候意识

到了这些价值。认为经济学家一定会建议砍树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要比为保护

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娱乐而保持森林完整的收益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然而,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的概念通常不是建立在伦理和哲学的基础上。

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自然价值只是在于人们赋予其价值。所以根据这个观点,

物种没有天生的生存权。相反,它们的价值来自于它们的存在给人类带来的

价值。类似地,没人天生有获得洁净空气的权利。相反,洁净空气的收益需要

与市场中伴随污染的产品的价值相权衡。

一些理论家———主要是非经济学家———向这个观点挑战,反过来建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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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利的价值概念。非人类物种的权利超越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以人类为中心

或者人类中心主义观点①(anthropocentricviewpoint)。相对地,一个生命中

心论②(biocentricviewpoint)说明价值最基础的来源是生态系统功能,并且不

应该受构成经济分析基础的人类价值观念的限制。这似乎不可能将天生权利

理论和生命中心观点与金钱价值调和,但是却可以超越市场价值将环境和社

会因素考虑进去,这需要经济学家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该怎样均衡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与生态服务和环境舒适的非市场

价值③(nonmarketbenefits)之间的关系呢?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若要做出一个

有效的比较,我们需要用一个共同的尺度量化这些价值。你可能猜到,经济学

家通常会使用的标准尺度是一些货币单位,如美元。因此,非市场估值的中心

挑战就是如何将各种成本和收益用美元的形式表示。
首先,让我们考虑从自然资源和环境中得到的收益。回顾第3章,市场上

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的收益被定义为消费者最大意愿支付价格和实际

支付价值之差,也就是消费者剩余。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非市场上的商品和

服务。人们从一个具体资源中获取的经济价值被定义为他们的最大意愿支

付④(willingnesstopay,WTP)。对于非市场商品不存在直接的为所获收益

支付的“价格”。例如,洁净的空气是大多数人愿意付钱的东西。但是他们不

一定通过市场表达对洁净空气的估值,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表达他

们的支持,如投票或者捐赠。
如果某一政策会危害一定的环境资源或者降低环境质量呢? 我们也可以

问有 多 少 人 愿 意 接 受 这 些 变 化 的 补 偿。这 是 环 境 估 值 的 愿 意 接 受⑤

(willingnesstoaccept,WTA)方法。无论是 WTP还是 WTA,都是理论上可

行的经济价值测量方法。它们可以应用于任何潜在的政策情况。我们很快将

考察各种经济技术用于估计 WTP或者 WTA,但是首先我们来看不同种类的

经济价值。
经济学家已经开发了一种分类表来描述环境的不同价值。这些价值首先

被分为使用价值⑥(usevalues)(人们通过对商品的使用获得的价值)和非使

用价值⑦a(nonusevalues)(人们不需要真正使用一项资源就可获得的价值,非
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使用价值是有形的可观察到的价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 非使用价值又称被动使用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人类为中心的管理自然资源的方法。
生命中心论:意识到自然界固有的价值以及寻求保持生态系统功能的管理自然资源的观点。
非市场价值:不通过市场销售产品和服务获得的收益。
最大意愿支付(WTP):人们为了增加效用,愿意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最多的钱。
愿意接受(WTA):对于那些会降低效用的行为,人们愿意接受的最小的货币补偿。
使用价值:人们对产品和服务使用赋予的价值。
非使用价值:不通过实际使用一种资源而获得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与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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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可以进一步分类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⑧

(direct-usevalue)是我们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去使用一项资源获得的价

值。这些价值来自我们开采或者收获一项资源所获得的利益,如钻油的利润。

它们也可能来自我们与环境接触而来的幸福感,如钓鱼和郊游。

间接使用价值⑨(indirect-usevalues)是指不用我们做任何努力就可以从

自然界获得的有形收益,也指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s),它们包括

防洪、防止水土流失、吸收污染以及蜜蜂授粉。虽然这些收益不如直接使用收

益那么明显,但是它们依旧是真正的经济收益,并且可以包括在经济分析中。

非使用价值来自从环境中无形获取的幸福感收益。这些收益本质上属于

精神层面,不过只要人们愿意为它们付钱,它们就是“经济的”。经济学家定义

了三种非使用价值。第一种是期权价值(optionvalue),或者说是人们愿意

保存资源以期在未来使用的价值。例如,某人愿意付出成本以确保对北极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保护,因为这样他或她在未来可以参观它。另一个期权

价值的表达可能是保护亚马逊雨林的价值,因为可能某天会在其中发现治疗

某种疾病的物种。

第二种非使用价值是遗产价值(bequestvalue),或者说对于一项资源,

人们希望下一代也可以使用它的价值。例如,人们希望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区得以保存,从而使他或她的孩子未来也可以参观。因此,期权价值来自于

个体未来可以获得的收益,而遗产价值则建立在某人对下一代的关注上。

最后一类是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人们因某项自然资源的存在而

获得的收益,前提是他或者她永远不会实际使用到它并参观它,也没有任何遗

产价值。同样,只要有人愿意为这项资源的存在付费,它就是有效的经济收

益。例如,当人们知道一个原始状态的海岸的环境因石油泄漏而遭到破坏时,

他们感觉到福利的下降。从经济角度看,这些福利损失比因泄漏对商业捕鱼

的影响更大———即使其中涉及的个体从未参观过这片受污染的地区。

图6.1以一片森林为例总结了不同种类的经济价值。注意,直接使用价

值既包括提取用途,如对木材以及非木质产品的收获,也包括非提取用途,如

爬山或者赏鸟。森林的间接用途包括防止水土流失、防洪以及吸收二氧化碳

以限制气候的变化。期权成本包括未来娱乐作用以及森林可能为治疗一些疾

⑧
⑨





直接使用价值:人们直接通过使用自然资源获得的价值,如参观一个国家公园。
间接使用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定价的生态系统效益,如防洪和吸收污染的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自然界提供的免费的有益服务,如防洪、净化水和土壤形成。
期权价值:保存留给未来使用的价值。
遗产价值:一种资源对未来一代可获得的价值。
存在价值:人们对那些永远不会实际使用的自然资源赋予的价值。例如,某人从知道一片雨林被保

护中获得的价值,即使他或她永远不会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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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药物提供材料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我们提到的经济价值都是可以相加的。因此,一
项资源的总经济价值(totaleconomicvalue)就是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和非

使用价值的简单加总。一些价值可能与某一项具体的资源不相关。例如,一
个当地的小公园可能没有可度量的存在价值,但是一个大型国家公园的总经

济价值可能包含图6.1中呈现的各种价值。

我们已经见过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需要与总经济价值相关的信

息———第3章中的外部性内生化。为了得到具有外部性的一项资源的“正确”

价格,我们需要将这些外部性以货币的形式估计出来。对外部性的估值适用

于这样的情况,某一商品和服务一开始具有市场价值,我们只需要加上或者减

去外部成本或收益的价值。外部性既会改变使用价值也会改变非使用价值。

例如,石油泄漏的负外部性包括生态退化损失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存在价值

的潜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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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总经济价值的组成

环境评估的另一个应用是对现有的或拟定的政策进行分析,这种政策分

析经常涉及对非市场价值的评估。例如,建立一座新的国家公园的建议或者

限制使用一种特殊化学物质的规定。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使用评估技术

对拟定的政策开展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在更具体

地说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之前,我们需要更具体地研究经济学家测量经济

价值的技术。




总经济价值: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加总。
成本-收益分析:一种政策分析的工具,尝试将一个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货币化以决定其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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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估值技术概述

我们可以将环境估值技术分为以下五类:b

● 市场估值

● 疾病成本法

● 替代成本法

● 显示偏好法

● 陈述偏好法

我们已经在第3章中讨论了怎样利用市场直接确定经济价值。许多环境

商品,如森林、鱼群、煤矿以及地下水,都可以在现存的市场中买卖。通过估计

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经济学家可以将这些资源按照市场商品算出社会收

益———一种直接资源使用价值,在生产者剩余的例子中,收益是生产者的直接

经济所得。在消费者剩余的例子中,收益以福利提高的形式呈现。

环境效应经常包括对人类健康的伤害。疾病成本法(costofillness
method)将与环境因素有关的疾病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货币化。直接成本包括医

药费,如个人或者保险公司为门诊和药物付出的费用,还有因疾病产生的误工

费。间接成本包括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减少(如儿童因为疾病错过了大

量应上学的时间)、因疼痛和伤害的福利损失和因休假降低了的经济生产。

如果社会在为这些因环境产生的疾病成本付费,那么疾病成本法提供了

为避免这些疾病而愿意付出的下界。真实的 WTP可能会更大,因为以市场

为基础的成本没有将个人因疾病产生的损失全部包括进去,但是估计出这个

下界也能提供政策指导。例如,在2007年美国因哮喘付出的成本为560亿美

元,以直接医药费用和因误学误工造成的生产损失为基础。每一个代表工人

承担的成本高达3500美元。这些估计是确定用于减少哮喘的努力是否经济

有效的出发点。

替代成本法(replacementcostmethods)可以用于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

间接使用价值。这些方法考虑用人为行动替代失去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

例如,一个社区可以通过建造水处理厂来弥补失去的森林栖息地净化水的能





b 不同环境经济学家有不同的估值技术分类。特别是市场估值经常与显示偏好归为一类,在一些例
子中又与替代成本法归为一类。我们将它们分类来强调这些技术间的不同。

疾病成本法:通过估计治疗那些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的成本来估计污染的负面影响的方法。
人力资本:劳动力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反映了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
替代成本法:通过估计用人为行动替代失去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来评价环境影响的方法,比如通

过施肥恢复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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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然界的蜜蜂授粉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由人工或者机器取代。如果我们估

计这些替代行为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近似地被认作全社会对这些生态系统服

务的 WTP值。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潜在的替代成本不是对 WTA或者 WTP的

测量。假设社区可以通过支出5000万美元建立水处理厂去弥补林地的预期

损失。这个估计结果没有告诉我们当森林损失发生时,社区是否愿意支出

5000万美元。真实的 WTP可能大于5000万美元,也可能小于5000万美

元,本质上并不与水处理厂的成本有关。因此,在感觉上,替代成本需要谨慎

使用。然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社区愿意支付5000万美元建立水处理厂,我
们可以认为5000万美元是森林净化水价值的下界。

近些年,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替代成本法是生境等价分析法(habitat
equivalencyanalysis,HEA)。生境等价分析法通常被应用于估计危险化学品

意外释放造成的经济损失,如石油泄漏。石油泄漏降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

态功效。在现存的美国法律下,责任方必须提供补偿基金用于生态恢复。因

此HEA的目的是确定合适的生态恢复量来弥补因泄漏造成的生态损失(见
专栏6.1中2010年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的例子)。

剩下的两种估值方法———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是在环境估值上

被研究最多的技术。显示偏好法(revealedpreferencemethods)以市场决策

为基础,间接推断环境产品和服务对人们的价值。例如,干净的饮用水之于人

们的价值可以通过他们在瓶装水上的花费推断出。

专栏6.1 估计2010年海湾石油泄漏的生态损失

20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位于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

台发生爆炸,产生了严重的海上溢油,估计约释放了490万桶石油。与之

相比较,1989年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泄漏的量在30万~80
万桶之间。这次泄漏污染了大约600英里的海岸线,杀死了至少7000只

动物,大部分是海鸟。

深水地平线的泄漏对商业捕鱼以及旅游业造成了经济损失,并且BP
公司花费了超过140亿美元用于清理和抑制,80亿美元用于赔偿在这次

石油泄漏中蒙受损失的个人和公司。除此之外,关于个人和公司的另外

78亿美元的初步协议也已经提出,并且在2013年1月BP公司同意承认

犯有杀人罪以及其他罪名,并且支付40亿美元的刑事处罚。但是因这次

泄露造成的生态损失有多少呢?




生境等价分析法:一种用来赔偿自然资源损伤的方法,其赔偿额等于栖息地恢复的金额。
显示偏好法:基于市场行为的经济估价方法,包括旅行成本模型、享乐定价模型和防御性支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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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的石油污染法下,那些被认定需为石油泄漏负责的责任方

必须通过提供相等数量的生态恢复来弥补他们对社会造成的生态损害。

具体地说,补偿量必须等于从泄露开始到恢复到基线这段时间积累的因

失去生态服务而造成的损失。正常的对栖息地损失的衡量单位是英亩

年。例如,损失10英亩的湿地长达5年的时间将造成50英亩年的生态服

务损失。通过生境等价分析法,在原则上,这个损害可以通过提供50英亩

年的湿地恢复进行补偿。

在理想情况下,应该选择与受泄漏影响相类似的并且距离较近的栖

息地进行恢复。在生境等价分析法中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相对于自

然栖息地,恢复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恢复工程失败的可能性;恢复栖息地

的寿命。对这些因素做出调整,受影响的国家或者联邦政府选择一个或

者多个恢复工程去弥补因泄漏造成的生态损失。责任方接下来需要为这

些工程投入资金。

对深水地平线泄漏损害的初步分析显示,损失的生态服务,包括沿海

生态系统衰退以及生物死亡占这次泄漏总损害的58%~70%。商业捕鱼

损失估计占总损害的5%~22%。依据净水法案,对生态损害的罚款在54
亿美元到210亿美元之间,但是对生态功能的损失估计可能更高。BP已

经为泄漏成本预留了372亿美元,但是这可能不足以补偿所有的生态

破坏。

资料来源:J.Schwartz,“PapersDetailBPSettlementinGulfOil
Spill,”NewYorkTimes,April182012;M.Kunzelman,“JudgeOKs
$4B BP OilSpillCriminalSettlement,”AssociatedPress,January
29,2013;Roachetal.,2010.

在陈述偏好法(statedpreferencemethods)中,我们使用调查问卷询问

人们关于环境质量或者自然资源水平的虚拟情景的偏好。陈述偏好法的主

要优势是我们可以调查人们关于图6.1中各种价值的偏好。因此,对总体

经济价值的估计从理论上可以得到。使用显示偏好法,我们只能对一种价

值进行估计。显示偏好法的主要缺点是估计的可信度存在疑问。我们接下

来将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首先我们总结一下不同种类的显示偏好方法。

 陈述偏好法:基于为应对假设情景而设置的调研的经济估价方法,包括条件价值评估和条件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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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显示偏好法

市场决策建立在诸多考虑的基础之上,包括环境质量。因此,即使是一个

环境商品或服务不在市场上直接交易,它也可能是市场决策的相关因素。经

济学家已经想出各种技术方法从现有的市场中提取有意义的定价信息。现在

我们来看三种最常见的显示偏好方法。

旅行成本法

旅行成本法(travelcostmethod,TCM)可以用作估计自然游憩地的使

用价值,如国家公园、海滩、荒地。游憩地的访问者通常都会付出各种旅行成

本,如汽油费和其他车辆费(如果他们开车的话),以及其他交通成本,如机票

和公共交通、门票、住宿费、食物等。假设访问者都是理性的,我们可以说他们

实际的旅行支出体现了他们参观这个地区的最大支付意愿的下界。例如,一
个人为为期一周的参观国家公园的露营旅行付出300美元,那么他的最大支

付意愿至少为300美元。
虽然可能很有用,但是关于实际消费的数据不能完全代表消费者剩

余———净经济收益的正确衡量。为了估计消费者剩余,我们需要预计需求的

数量是怎么随着价格变化的。注意,旅行的成本与旅行者和公园之间的距离

相关。那些住得较近的人面临较低的旅行成本,然而那些住得较远的人就必

须付出较高的旅行成本。这就有效地给我们提供了价格上的变化。我们可以

使用这个变化估计出一条完整的曲线,从而估计出消费者剩余。
大量旅行成本法估计出了自然场所的娱乐效益。例如,对于澳大利亚墨

累河的旅行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消费者剩余是每天155美元。另一项研

究发现,得克萨斯加尔维斯顿岛游乐海滩全年的累计消费者剩余是128000
美元。通过使用TCM,我们已经探索出鱼群捕获率对威斯康星州的钓鱼者们

消费者剩余的影响,以及干旱对加利福尼亚水库参观者的效益的影响。
假设TCMs建立在关于娱乐选择的实际市场决策基础上,那么可以认为

这些估计是有效的。TCMs的主要限制可能是它们只能估计娱乐使用价值。

TCM不能提供一个自然区域总的经济价值,因为它不能估计直接使用价值

或者非使用价值。
与任何数据模型一样,TCM 的结果因为模型的构造和假设会有很大的

 旅行成本法:使用统计分析来决定人们愿意为参观某一自然资源而支付的金额。例如,一个国家公
园或者河流,通过分析参观选择和旅行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获得该资源的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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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例如,研究者怎么估计旅行时间的价值会影响消费者剩余的结果。在

25个不同的TCM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中,对于欧洲森林娱乐收益的

估计是每次旅行的消费者剩余在1美元至100美元之间。c 这表示一项研究中

得到的结果很少能直接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中———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谈论这个

问题。

享乐定价法

第二个显示偏好的方法建立在环境质量可以影响某一商品和服务的市场

价格的基础上。享乐定价法(hedonicpricing)尝试将市场商品价格与它潜

在的特征相联系。享乐定价法最普遍的应用是住宅价格。

房价是由财产和社区的特征决定的,如房间的数量、面积、学校的质量以

及是否靠近交通线。房价也会受环境的质量或者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的影

响。使用数据的方法,研究者尝试分离出房价和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个

结果表明了购买者愿意支付多少钱来提高环境的质量。

享乐定价法模型通常建立在对大量房屋销售分析的基础上。关于销售价

格以及其他产权特征的公共数据都是可以得到的。研究者还补充了感兴趣的

环境变量。这样,这个模型确定了环境变量和售价之间是否是显著的关系。

享乐模型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在一些享乐模型的研究中,当地空气质量

对房价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其他的一些模型表明,空气质量越好,则房价越

高。以美国242个城市为样本的一项研究发现,空气中颗粒浓度降低1ug/m3

的边际支付意愿为148美元到185美元之间。

另一些研究发现,房屋离垃圾处理厂或者诸如飞机场、高速公路之类的噪

声源越近,房价越低。2010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大型垃圾填埋场(每天500
吨或者更多)使房价平均降低14%,而小型垃圾填埋场使房价只降低3%。

防御性支出法

在一些例子中,个人可以通过购买某些特定的商品或者采取其他行动来

减少或者消除他们在环境危害中的暴露。例如,关心饮用水质量的家庭可以

通过购买瓶装水、装家庭净水系统或者从别的来源获得饮用水。如果我们可

以观察个人花在高环境质量上的金钱和时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信息推断质




c 荟萃分析是分析一个具体课题的许多现存研究从而确定一个共同规律。例如,旅行成本模型的荟
萃分析包括许多模型中的消费者剩余作为因变量。潜在的自变量可能包括旅游区的特征、旅游的时间成本
怎么被衡量以及研究者用的模型技术。

荟萃分析:基于现有研究的定量综述的一种分析方法,用以确定在结果中解释变量的差异。
享乐定价法:应用统计分析来解释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一些解释因素的函数,例如,将房屋价格解

释为房间数量、当地学校的口径和周边空气质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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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化的 WTP。

防御性支出(defensiveexpendituresapproach)的方法是收集真实消费

信息从而获得环境质量改变的 WTP下界。d 防御性支出法最常见的应用是饮

水质量。假设一个家庭因为对饮用水质量的关注,每月花在瓶装水上的费用

是20美元,那么他们为饮水质量的提高愿意支付最少为每月20美元。

例如,一项研究调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确认他们对城市水污染事

件的反映。在事件发生期间,整个社区的防御性支出因对时间估值的不同而

从60000美元到130000美元不等。作为避免类似污染事件再次发生的

WTP下界,这个结果表示保障城市水供应安全的投资是否经济有效。

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家庭每月愿意支付16美元到19美元的防御性支

出来提高水的质量。在这项研究中,79%的家庭采取了一些行为提高他们饮

水的质量。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饮水质量的关注,防御性支出法给出了估计

获得更安全饮水收益的方法。

防御性支出法的一个限制是它只能提供 WTP的下界。一个家庭可能愿

意支付比他们实际支付更多的钱来提高他们饮水的质量,但是这个方法不能

估计出它的最大 WTP。防御性支出法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采取某种行动以

减少在环境危害下暴露的人,也可能因为其他一些原因采取这样的行动。e 例

如,一些人买瓶装水可能是因为提高饮水质量,也可能因为它的方便性或者口

味。在这个例子中,只有一部分人的防御性支出是因为对提高水质量的偏好,
这意味着防御性支出对更高水质量的 WTP的估计可能高了。为了减少这一

类的问题,研究者需要确认单单为减少在环境危害中暴露的支出。

6.4 陈述偏好法

虽然显示偏好法在分析根据实际市场决策行为上存在优势,但是这些方

法只能适用于一些情况(比如享乐模型只能估计影响房价的环境效益)并且只

能获得使用收益。显示偏好法不能用于估计非使用收益,所以它们通常不能

揭示一项自然资源的总经济成本。相反,陈述偏好法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确定

WTA或者 WTP。使用调查问卷,我们可以得到一项资源对于被调查者的总

经济收益,包括使用或者非使用收益。



d 防御性支出法又叫作避免支持或趋避行为法。
e 这个问题称为“联合生产“问题。

防御性支出:基于家庭在避免或减轻其暴露于污染物中时支付的费用而采用的一种污染估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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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陈述偏好方法是条件价值评估(contingentvaluation,CV)。

这个名字表明回答者的估值要依他对问卷中虚拟情景的反应。CV问题既可

以 WTA的方式叙述,降低效用的情景,也可以 WTP的方式叙述,提高效用

的情景。研究者可以问回答者面对空气质量降低10%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

也可以问回答者愿意为空气质量提高10%的最大支付。理论上,面对环境质

量的边际变化 WTA和 WTP应该非常相似。然而实际上,WTA比 WTP高

很多———根据一项荟萃分析10次的平均结果。
你可以想象,WTA问题询问人们愿意接受多少补偿,这往往使得人们有

动机夸大价值。这个分歧就是批评条件价值评估不可靠的原因之一。然而,
这个分歧可能说明了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人们对收获和失去的估

值不同。某人拥有某件物品后,比如一件实物产品或者某种程度上的空气质

量,如果再拿走这物品,他们的效用或者满意程度将显著降低,因为人们认为

自己已经建立关于它的权利。因此,从基线情况开始的损失与从基线情况开

始的收益完全不同。
除了决定CV问题以WTP的形式呈现还是以WTA的形式呈现外,关于

设计CV调查问卷还需要其他的考量,包括CV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以及调

查实施的方式。关于CV调查设计,将在附录6.1中进行更具体的讨论。在

过去几十年,实施了数百个条件价值评估。表6.1提供了CV分析的一些结

果。我们可以看到,CV可以应用于全球各种环境问题。专栏6.2就是关于其

中一项研究的讨论。

尽管已经进行了如此数量的研究,但是关于CV问题的可靠性的怀疑依旧

存在,一个以“问个有点傻的问题……”开头的经典文章总结道:“对于非使用价

值的CV测量法非常值得揣摩,因为使用CV往往高估了自然资源损失部分的

价值。”另一些研究者总结道,CV存在的许多所谓的问题可以通过谨慎的研究

设计和补充来解决。然而关于CV可靠性的辩论,最初只限于学术讨论,但是

1989年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的石油泄漏将CV讨论置于更广的审查下。

虽然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的石油泄漏的一些危害是使用价值的损失,如
商业捕鱼利润的损失以及娱乐效益的损失,联邦政府以及阿拉斯加州政府表示

埃克森公司也需要为非使用价值损失向公众补偿,所以发起了一个大范围的

CV调查来确定石油泄漏对这个国家造成的非使用收益损失。结果表明,总的

非使用收益损失在30亿美元左右,显著高于宣布的使用价值损失。因此,关于

CV调查结果的可靠性突然成为政府对埃克森公司索赔的中心问题。





条件价值评估:采用调研手段的一种经济工具,询问人们是否愿意为某一产品或者服务而支付,例
如,愿意为远足的机会支付还是为空气质量的改善而支付。

禀赋效应:人们趋向于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赋予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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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CV问题的可靠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召集

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两届诺贝尔得主,对这项技术的可靠性问题进行

报告。在回顾与CV有关的文献,并且听取许多经济学家的证词之后,NOAA
陪审团总结道:

CV研究的估计结果足够成为司法伤害评估过程的起点,包括被动使用价值的

损失。为了使这个目的可被接受,这样的研究需要遵循[NOAA陪审团报告]描述的

指导原则。“成为起点”的意思是强调陪审团不建议将CV估计自动确定为伤害补偿

的范围。法官和陪审团希望将CV研究所含的信息与其他证据组合在一起使用,包

括专家证人的证词。

表6.1 最近环境条件价值评估结果的样本

估值的商品或服务 WTP估计

减少公路噪音和环境污染(西班牙) 22美元/年

增加生物多样性(匈牙利) 23~69美元/年

提高可再生资源的供给(美国) 10~27美元/月

城市绿化(中国) 20~29美元/年

提高森林保护(挪威) 261~303美元/一次性支付

干净饮用水的供应(巴基斯坦) 7~9美元/月

绿地保护(意大利) 11~19美元/年

海洋生物多样性(亚速尔岛) 121~837美元/一次性支付

河流游憩(澳大利亚) 113美元/天

  注:WTP=willingnesstopay.
资料来源:
(1)Lera-Lopezetal.,2012;(2)Szabo,2011;(3)Mozumderetal.,2011;(4)ChenandJim,

2011;(5)LindhjemandNavrud,2011;(6)AkramandOlmstead,2011;(7)Marzettietal.,2011;(8)

Ressurreicaoetal.,2011;(9)RolfeandDyack,2010.

专栏6.2 对可再生资源的支付意愿

至少66个国家以及美国的29个州都为从可再生资源中获得的能量

比例设定目标。例如,德国已经设立了一个有野心的目标,到2050年为

止,100%的电能来自可再生资源。为了确定这样的目标对于社会福利的

影响,需要确定电力的消费者是怎么评价可再生资源的。

2011年的一篇论文用条件价值评估去确定新墨西哥州居民对在他们

的电力供应中不断提高可再生能量比例的支付意愿。实施了一个互联网

调查问卷,收回367份答卷。被访者首先被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即关于

他们愿意支付多少使得新墨西哥州10%的能量来自于可再生资源,比如

在他现在的电费单上再加上一笔额外的费用。随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他

们愿意支付多少使得新墨西哥州20%的能量来自于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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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每家平均愿意支付超过十美元使得新墨西哥

州10%的能量来自于可再生资源,这代表电费账单将提高14%。对于

20%的来自可再生资源的能量,平均支付意愿为26美元/月———电费单提

高36%。

虽然结果表明了为可再生资源付费的重要意愿,但是这个结果不一

定能真正代表新墨西哥州居民的意愿,特别是因为这个调查是在网上进

行的。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是25岁,55%正是上学的年级,比正常的教育

率要高。很显然,从这个结果得出的对于整个州的推断并不靠谱。但是,

设计者还是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能够给能源监管机构、公共事业公司和

其他能够设计更有效的方法并且能收取合适的费用来支持提高再生资源

在能源中比例的相关机构提供有用的参考。

资料来源:Mozumderetal.,2011.

虽然NOAA陪审团总结了CV的研究可以对非使用价值产生有效的估

计,但是它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议使得这些调查更可信,包括:

当面调查最好,因为这样能最大保持受访者的注意力并且可以使用图形。

WTP问题比 WTA问题要好。

WTP问题应该以是/不是的形式针对具体的价格提问。例如,一个问题应该这

样问,受访者是否愿意为珍稀物种的保护每年支付20美元。以“是/不是”的形式针

对具体的价格提问与消费者考虑是否买某样东西相统一。消费者很少会考虑他们的

最大支付意愿。

需要研究 WTP对于损害规模的敏感度。一个CV研究使用独立调查探出受访

者为了保护2000、20000或者200000只 海 鸟 免 受 石 油 泄 漏 伤 害 的 WTP。这 个

WTP的数量对保护的海鸟数很敏感,导致设计者总结认为这些CV的结果不可靠。

下面的问题可能包括确定受访者是否了解这个虚拟场景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

样的回答。

还应该提醒受访者他们的收入上限,以及在此研究下用于这个情况的资金不能

用于别的用途。

NOAA陪审团确认了在CV调查中“可能有夸大支付意愿的趋势”,所以

它的建议是保守使用 WTP作为这个误差的补充。实际上,CV调查很少遵循

NOAA陪审团的建议。即使服从了所有建议,调查的有效性检验也可能使得

研究者得出结果无效的结论。

最终,关于CV是否能对非使用价值提供有效估计的争论还没有解决,因
为不存在真实世界的市场对其进行检验。但是正如一篇文章所表示的,有数

据总比没有好,不是吗? 非使用价值是总经济价值的一部分,理论上应该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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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所有的经济分析中。在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石油泄漏的案例中,这些

非使用价值可能超过可以观察的使用价值。
虽然在一些法律案件中,估计损失的非使用价值是必要的,一些经济学家

相信,CV不应该被用作指导环境政策,因为上述技术上的问题可能出于伦理

原因。一个伦理问题是在CV调查中一个人的 WTP是他支付能力的一个函

数。因此,CV的结果和市场大体一样,对富裕参与者的偏好更偏重。不是

“一人一票”的原则,CV结果遵循“一美元一票”的原则。
另一个伦理问题是给环境附加不能处理产权和责任问题。

其实,在经济学家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可以通过仔细地

求证发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权利和原则的重要性超过经济算法的结果。对市场

设定边界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怎样的生活以及我们相信什么。

与条件 估 值 有 关 的 一 些 问 题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条 件 排 列(contingent
ranking,CR)的技术避免。CR也是一个陈诉偏好的方法,但是不会直接问受

访者的 WTP。CR呈现给受访者各种情形,并且要求对这些情况根据他们的

偏好排列。f

例如,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受访者被要求对四种与一条城市河流水质量

有关的情形排序:保持当前水的质量,一点提高,中度提高,很大提高。保持现

在的水的质量不需要提高税收,但是每一种水质量的提高需要逐步提高税收。
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者可以估计每一种情形下的平均支付意愿。

CR形式的调查可能使得受访者更舒服,因为他们不需要精确地进行评

价。CR相对于CV的另一个优势是因抗议报价(protestbids)以及战略偏

差/行为(strategicbias/strategicbehavior)得到减少(见附录6.1)。然而当

每种情形包含几个不同属性或者情形的数量非常大的时候,CR问题将变得

很难。与CV一样,很难建立CR对于非使用价值的可靠性。尽管经济学家

一直在对陈述偏好进行研究,在调查设计以及数据分析上取得进步,但是对于

这些技术的可靠性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6.5 成本—收益分析

关于经济的一个普遍的定义是它与稀缺资源分配有关。与个人和企业相






f 类似的方法是条件选择,受访者被要求从一系列情形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情形。
条件排列:要求受访者根据他们的偏好对各种情况进行排列的一种调研方法。
抗议报价:基于受访者对问卷问题或者支付工具的反感,而不是强调资源定价,对条件股价问题的

一种反映。
战略偏差/行为:为了影响政策决定,人们不准确地陈述其偏好或者估价的倾向。



◆120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似,政府必须经常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做出决定。由于存在预算约束,政府不能

购买提议中所有的公共项目。政府如何决定承担哪一个项目以及放弃哪一个

项目呢? 例如,公共资金应该更多地分配在修路上、提供健康医疗上还是提高

环境质量上? 更进一步,政府怎么决定实施哪一条政策建议?

上述讨论的估值技术考虑到一个决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理论上所有的

影响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单位———金钱单位,如美元,得到评价以及比较。成

本—收益分析(CBA)试图将所有的成本和收益通过金钱单位测量出来。g 原

则上,使用一个共同单位更容易客观地评价权衡。

例如,考虑一项关于发电厂合适的汞排放水平的联邦政府决定。假设相

较于基准水平,一个更严格的标准将会每年花费这个国家100亿美元,但是可

以避免10000人过早死亡。这样是否值得? 换句话说,避免10000人过早死

亡的收益是否值每年100亿美元? CBA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做这样的

决定。实际上,在现存的美国法律下,联邦机构,包括环境保护局,被要求对主

要的政策建议实施CBA。

CBA的基本步骤相当简单:

1.列出所有与建议行动有关的成本和收益。

2.将这些成本收益以金钱单位测量出来,获得可靠的估计。

3.对于不能以金钱单位测量出来的成本收益,比如健康或者生态系统的

影响,使用非市场技术获得估计值。

4.如果实际的非市场价值因为预算约束或者其他限制不能估计出,考虑

转移价值或者专家建议。

5.将所有成本和收益加总,最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6.将所有成本与收益相比较,获得一个建议。

CBA通常考虑各种选择,包括基准线或者“不行动”选择。例如,当前的

汞污染标准可以与更严格的几种标准相比较。

当然,在实际运用中,CBA可能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特别是将所有非市

场影响以货币的形式估计出可能不可行,甚至是不可取的。因此,大部分

CBA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完整。这并不意味不能获得一个明确的政策建议,我
们将从下面看出这一点。

假设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以货币单位估计一项政策提议的所有成本和收

益。我们可以说,上述的汞标准收益是每年120亿美元,成本是每年100亿美

元。CBA结果的底线可以以两种形式呈现:

1.净收益:总收益减总成本。在这个例子中,净收益为20亿美元。注意,

g 也可以称为“收益—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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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成本大于总收益,净收益为负。

2.收益成本率:总收益除以总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收益成本率是1.2。
低于1的收益成本率表明成本大于收益。

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产生正的净收益(或者收益成本率大于1),这是不是

意味着我们需要实施它? 不一定。回忆经济学是关于最大化净收益的科学。
因此,尽管现在的汞标准阐述了正的净收益,但是依旧可能存在在相同成本下

产生更大收益的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在实施之前考虑一系列的选择。

专栏6.3 环保局发布新的汞规则

在1990年,美国国会赋予环保局(EPA)监管本国以煤和石油为燃料

的发电厂有毒气体排放的权力。这些有毒气体包括汞、砷、硒以及氰化

物。然而,由于环保局、工业代表以及社会团体不能在细节上达成统一,

20多年都没有制定出一个规则。

在2011年12月,EPA最终宣布了它的规则,设置了几种气体的最高

排放水平。大约40%的以煤和石油为燃料的发电厂被要求整改以适应这

些标准,并且一些老的污染最严重的发电厂需要关闭。

EPA主管LisaP.Jackson说:“这是关于公共健康,特别是我们孩子

的健康的一场胜利。”作为一名患有哮喘的孩子的母亲,她很熟悉这些空

气污染的不良影响,说道:“15年前,我最小的孩子在医院度过了他的第一

个圣诞节,为呼吸斗争。”

根据EPA,一旦这个新规则被充分实施,它们将每年阻止11000人过

早死亡以及4700人心脏病发作。尽管执行费用估计每年要96亿美元,

但是EPA声称到2016年,这项规则将每年节约因医疗花费以及损失的工

作日而产生的370亿到900亿美元的损失。

资料来源:Eilperin,2011.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净收益的底线估计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社会间成本收

益分配的任何事。假设一项政策建议的收益主要分给富裕的家庭,而成本主

要由贫穷的家庭承担。即使这项政策会产生正的净收益,我们也会因不公平

而拒绝它。因此,一个人若只依赖于CBA制定的政策决定时需要小心,我们

将在本章结尾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但是首先让我们考虑实施CBA时的几个重

要课题。

平衡现在和未来:折现率

在大多数CBA中,存在一些发生在未来的成本收益。我们知道,因为通

货膨胀,现在100美元的成本不等于10年或者20年后100美元的成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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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通过把所有结果都进行真实—通货膨胀调整(realorinflation-
adjusteddollars)来控制通货膨胀。h

即使所有成本收益都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我们还是更愿意接受一个现

在的收益而不是未来的。现有资金通常可以通过投资获得一个正的实际回报

率。这意味着今天的100美元未来将会增加,比如10年之后变成200美元。

感觉上,今天的100美元等于10年后的200美元。另一个偏好现在资金的原

因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现在获得收益,我们就不需要对是否

能在未来得到它而担心了。这里还有缺少耐心的因素。i 即使经过通货膨胀

调整,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想要比较现期和未来期的影响,一个未来的调整是

必须的。这个调整就是折现(discounting)。

折现实质上使得未来发生的效果“贬值”,所以10年后的100美元收益不

如现在100美元的收益值钱。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未来成本收益的

现值:

PV(Xn)=Xn/(1+r)n

n 是未来的年数,r 代表折现率(discountrate)———未来价值减少的年

率,以一个比率的形式表达。使用这个公式,在3%的折现率下,10年后100
美元的收益只等于今天74.41美元的收益。在更高的折现率下,如7%,10年

后100美元的收益只等于今天50.83美元的收益。

你可以通过这个公式看出,现值(presentvalue)会因为经过更长的时间

或者更高的折现率而变得更少。表6.2以及图6.2说明了100美元的现值随

着折现率以及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折现率的范围是1%~10%。

注意,如果发生在几十年以后,更高的折现率将会明显减少相关的影响。

例如,发生在50年后的100美元成本在7%的折现率下的现值只有3.39美

元,在10%的折现率下只有0.85美元。如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折现率很小

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很显著的影响。经过10年时间,1%和3%的折现率相

差不大,但是如果经过100年,那么1%的现值将会是3%的7倍。

我们在表6.2中看到,即使一个适中的折现率也会使几十年或者更久以

后的影响变得无关紧要。例如,在5%的折现率下,100年后发生估值为100
美元的损失也不值得今天花1美元来避免。






h 美元的价值可以通过使用能够表示相对于基期现在总体价格水平的价格指数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
(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例如,如果相较于基年100,价格指数是120,现在240美元的价值和经过调整后
的200美元一样。
i 关于这个因素有很多例子,比如人们用了大量的信用卡或者不能为退休存足够的钱。

真实-通胀调整的美元:随着时间推移,按照价格水平改变(如通胀)而进行的货币估价。
折现:相对于现在的成本和收益,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应该被赋予一个更小的权重。
折现率:将未来预期收益和成本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现值:未来成本或收益流的当前值;折现率是将未来成本或收益贴现为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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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折现率的选择在任何CBA中都很重要。高的折现率将会非常偏好

现在,然而一个较低的折现率将会给未来更高的权重。在一些环境应用中,收
益在未来获得而成本在短期内支付。气候变化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减少

气候变化的成本将会发生在近期而收益将会发生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后(将在第18章具体讨论)。因此,低折现率将会支持更高程度的环境保护。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折现率呢? 在经济方面,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任何情

况的折现率。一种确定折现率的方法是将其等同于低风险投资的收益率,如
国债利率。这是因为用作公共利益工程的资金也可以投资于为未来可以提供

更多的资源。换句话说,市场回报率代表了现在使用掉的机会成本。

表6.2 不同折现率下100美元的现值 单位:美元

折现率

年数 1% 3% 5% 7% 1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 90.53 74.41 61.39 50.83 38.55

20 81.95 55.37 37.69 25.84 14.86

30 74.19 41.20 23.14 13.14 5.37

50 60.80 22.81 8.72 3.39 0.85

100 36.97 5.20 0.76 0.12 0.0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3% 5% 7%1% 10%

Years

图6.2 不同折现率下100美元的现值

  通过在CBA中使用投资率作为折现率,我们可以估计政策建议的机会成

本。在2012年,中期到长期政府债券的名义回报率为1.6%~3.8%,实际回

报率则为0%~0.2%。

当然,政府债券的回报率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在2012年特别低,但是在20
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名义利率曾高达13%。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怀疑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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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该以服从于反复无常的金融市场条件的利率作为估计长期效应的基础。
另一个确定折现率的不同方法来自于对于折现率的两点辩解:

1.人们天生趋向于偏好现在。这就是所谓的纯时间偏好率(purerateof
timepreference)。

2.设想随着经济运行,人们在未来将会比现在富裕。因此,未来100美元

的损失比现在100美元的损失“伤害要低”,因为100美元占其收入的份额更

小,所以对他们福利的影响更小。类似地,未来100美元的收益相对于现在

100美元的收益价值要低,因为相对于穷人,100美元对于富人的重要性更低。
从技术上说,效用被认为是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函数。

可以组合这两种因素来估计社会折现率,或者说社会时间偏好率

(socialdiscountrate/socialrateoftimepreference,SRTP):

SRTP=ρ+(ε×c)

ρ是纯时间偏好率 ,c是消费增长率,ε是消费边际效用的弹性。将消费

增长率乘以随着消费增长,增长消费的额外满意度下降的速率(就是消费边际

效用的弹性)告诉我们当社会更富裕时,社会变得有多好。
可以通过政府数据库估算历史上消费的增长率。斯特恩报告(一个著名

的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我们将在第18章讨论),使用的未

来消费增长率为1.3%。ε 的估值在1.0~2.0,最近的一项研究则发现是在

1.4。
经济学家的主要争论点在ρ值上。斯特恩报告使用的ρ值为0.1%。正

常情况下都将纯时间偏好率设置在0附近,因为一代人的福利不一定就比其

他代人的福利重要。
因此,斯特恩报告使用c=1.3%,ε=1.0,ρ=0.1%,最终获得折现率为

1.4%。在另一个被广泛提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分析中,ρ 被设置得更高,为

1.5%。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要使用依据更高ε和ρ而来的更高的折现率。更

高的ε和ρ的合理性来自于这些值与经济市场决策的时间偏好率相接近。例

如,使用相同的c=1.3%,设置ε=1.4,ρ=1.5%,最终折现率将是3.4%。相

较于1.4%,3.4%的折现率使得现期的一个价值在100年之后只有1/7。
经济学家认为折现率该是多大呢? 在2001年,2000多位经济学家被问

及他们关于用于估计长期环境项目合适的折现率,平均值是4%,中位数

是3%。
一个可能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否是确定用于环境分析的折现率

的最终因素。实际上,如果经济学家是通过CV问题去询问人们对于环境价




纯时间偏好率:现在而不是未来获得收益的偏好率,独立于收入水平的改变。
社会时间偏好率:试图反映未来适当的社会价值的贴现率,SRTP倾向于低于市场或者个人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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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偏好,那么,为什么不问人们关于时间的偏好呢? 在2003年一份创新论

文中,科罗拉多州的居民被问及他们为了阻止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消失而

愿意付出的支付成本。从他们的回答中,研究者可以发现受访者的时间偏好:
估计结果表明,公众的折现率略微低于1%。有意思的是,对于非经济学

家来说可能并不惊讶,公众的折现率低于经济学家提出的折现率。

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许多CBA中,某一项具体工程或者政策建议的未来结果是不确定的。
例如,核电厂的运营涉及诸如一个严重事故以及主要核辐射等风险。任意关

于核电厂的CBA都需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来。我们怎么将这个可能性包含

进CBA的框架呢?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一些和经济学不同的事情,

在CBA中,风险(risk)被定义为可以被量化的变异性和随机性。例如,数据研

究可以确定有关吸烟的风险。然而,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一个吸烟者是因为早期

发病死亡还是自然老去,很显然,吸烟提高了早期患病以及死亡的可能性,并且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风险可以估计得相当精确。在风险情况下,全部可

能的结果都被列在CBA中,每一种可能性都与对应的结果放在一起。当然,我
们不知道哪一个具体的结果会发生,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些可能性。

例如,在对核电厂进行CBA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估计出灾难性事故发生

的风险,如1/1000。j或者在开发海上油井的建议中,我们可预测发生大规模

石油泄漏的风险约为1/5000。k

相反,不确定性(uncertainty)被定义为不可以被量化的变异性和随机

性。第18章将深入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陈述了这个不确定性。温室气体的

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全部影响还没有得到精确的预测。虽然科学家们通

常同意在下个世纪,气温可能提高1℃~6℃,但是全球气候系统太复杂了,任
何不可预测事件都是可能的。

例如,正反馈效应的产生,因北极苔原的融化释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温室

气体,加剧了温室效应。气候改变也可能导致诸如墨西哥暖流等洋流的变化,
从而使北欧的气候在某种程度上像阿拉斯加州一样。尽管我们最近在气候变

化模型中取得了进步,但没有人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风险可以被量化进CBA中,然而不确定性不能。对于一个可能的结果




j 在过去40年里约运行了400家核电厂,发生了两起灾难性的事故。这意味着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约为几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k 这个粗略的估计来自于墨西哥海湾一次重大的石油泄漏,而全世界有几千口海上油井。

风险:用来描述所有的潜在收入和概率已知的情景。
不确定性:用来描述一些行为结果未知或者概率未知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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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结果的预期值(expectedvalue)等于它的可能性P(xi)乘以它的净收益

(或成本)。所以:

EV(xi)=P(xi)×NB(xi)

在风险情况下,我们可以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它们的可能性以及与它们

相关的净收益。这些可能结果的预期值可以这样计算:

EV(X)=∑i
[P(xi)×NB(xi)]

这里,P(xi)是结果i发生的可能性,NB(xi)是结果i的净收益。

让我们考虑一个建一座成本为700万美元的大坝控制洪水的提议。大坝的

预期收益取决于发生洪水的风险,风险是降水量的函数。定义四种可能的降水量:

低、平均、高、极高。在所有降水量中除了极高的降水量,大坝都可以阻止洪水爆

发,从而为社会造福。在极高的降水量下,大坝被摧毁,社会遭到严重影响。

表6.3说明了这些可能的结果。控制洪水的收益随着降水量的提高而提

高。大坝被毁的可能性只有1%,但是伤害非常高。当我们计算这四种可能

性的预期价值时,我们获得价值985万美元。假设这个净收益反映了所有成

本收益以及没有其他比建大坝收益更好的建议,我们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建

议建大坝。

预期价值的公式没有考虑风险厌恶(riskaversion)———避免风险情况的普

遍趋势,特别是那些涉及损失的情况。例如,假设你有机会确定收到100美元以

及50/50的机会赢得300美元或者失去100美元。后一种情形的预期价值是:

EV=[(+$300×0.5)+(-$100×0.5)]=[$150-$50]=$100
因此,在预期价值上,两种情况等价。但是许多人因为风险厌恶更偏好确

定的100美元。

回到大坝的例子,我们看到大坝被毁的可能性对预期净收益没有重要

影响。

表6.3 风险分析的虚拟案例

场景 净收益 可能性 预期价值

低降雨量 500万美元 0.27 135万美元

平均降雨量 1000万美元 0.49 490万美元

高降雨量 2000万美元 0.23 460万美元

极高降雨量 -10000万美元 0.01 -100万美元

总期望价值 985万美元




预期值:潜在价值的加权平均。
风险厌恶:偏好确定性收入而不是风险收入,特别是当一种行动会导致显著的负面结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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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坝被摧毁的损失非常大,这种场景发生的低可能性意味着最终的

结果没有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是风险厌恶者,我们可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

中在大坝被毁的可能性上。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给任何不好的结果增加

权重。或者我们可以使用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住在大坝下

的人可能不愿冒发生这种巨大灾难的风险。一个类似的原理适用于不可预测

的极端的全球变暖效应。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发生,但是这一类的未知风险

使得我们相当紧张,从而为减少温室气体做出努力。

预防原则特别适用于不可逆的影响。一些污染和环境损害可以通过减少

排放或者依靠自然恢复力恢复。其他诸如物种灭绝,是不可逆的。在我们可

以调整错误或者改变政策适应新的环境的例子中,权衡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

是合适的。但是当重要的自然系统可能遭受不可逆损害时,最好使用最低安

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进行环境保护。例如,对臭氧层的破坏将

对地球上所有物种产生威胁。结果,国际范围的恐惧使得许多会破坏臭氧层

的物质被完全禁用,不考虑它们会提供的经济收益。

在处理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时,需要判断哪些风险是可以被估计

并且能给出预期货币价值。仅因为结果不确定,不能说对环境的经济分析是

不恰当的。但是在可能的经济估计不能包含对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所有影响

时,需要谨慎分析这些案例。

利益转移

实施一个CBA会花费许多时间与金钱。联邦和州政府机构经常需要环

境成本和收益的量化信息,但是缺少建立初始分析的来源。在一些例子中,这
些机构可能会找出类似的研究,依靠它们获得估计值。使用已有的研究为新

的情况获得估计值的实践称为利益转移(benefittransfer)。

考虑一个利益转移的例子。在2001年,美国环保局(EPA)正在实施一个

有关饮用水中砷含量的CBA分析。砷消费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之一是膀胱癌,

一种通常不致命的疾病。同时,对于人们为了避免非致命膀胱癌的支付意愿

进行原始研究,EPA应用了利益转移。然而,那时没有对膀胱癌或者其他非

致命癌症伤害的估计。根据EPA研究,最相似的一个估计是一项使用CV对

人们关于避免支气管炎的支付意愿估计的研究。显然,膀胱癌和支气管炎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因此,有人对这个利益转移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另一个利益转移的案例则更合理些。在1996年,罗德岛海岸的一起石油





预防原则:政策应该考虑不确定性并通过采取措施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发生的观念。
最低安全标准:应该对涉及的不确定的问题设定环境政策以避免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利益转移:使用已有的一种或多种相似资源的研究为新的资源获得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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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造成休闲渔业的损失。作为法律规定的伤害之一,假设这个案件中的政

府机构需要对因泄漏造成休闲渔业消费者剩余损失进行估计。同样,原始分

析不能实施,机构寻求利益转移。在看完超过100个案例后,机构最终使用了

一个使用旅游成本法对纽约湾休闲渔业收益做出的估计。

一些研究测试了转移收益的有效性。通过比较来自于原始分析的结果,

研究者可以测试转移价值的准确性。结果显示,来自转移价值的显著误差非

常常见,从30%到7000%不等。在一个娱乐收益的例子中,误差在12%~
144%之间波动,平均值在80%与88%之间。

收益转移在实践中相当常见,但是如果可靠性有问题,经济学家可以如此

频繁地使用它吗? 当然,如果可以收集到足够的资料,原始研究比收益转移要

好。但是收益转移的确在信息不可获得的情况下提供了估计。收益转移比较

适合于如政策选择的初步筛选等一些情况,不适用于其他一些例子,如确定法

律案件中的损失。基本上,决策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在利用收益转移和进

行原始研究获取原始 WTP估计之间进行权衡。原则上,一个分析者能够对

收益转移中的误差进行修正从而适用于真实的世界。然而,需要知道收益转

移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种利用现有的信息和资源提供一种粗略的估计的

方法。

估计生命价值

在CBA中最争议的话题可能就是对生命的估价。许多环境政策,比如那

些为空气污染或者饮用水中污染物设定标准的政策,影响死亡率。毒理研究

可以对由具体政策阻止的死亡数量进行估计。例如,在污染控制设置以及管

理成本上要花费5亿美元的一项提高空气质量的政策,可以每年减少55个因

空气污染而造成的死亡。这项政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否值得?

从感觉上来说,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生命的价值。但是即使

估计出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所有死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成本也太高。因此,社
会必须在限制影响的花费与死亡率之间权衡。当然,可以追求通过技术的提

高来减少在有毒污染物下的暴露,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对这

项污染物确立“可接受”的标准。

显然,问别人为避免死亡的意愿支付多少是不合理的。因此,经济学家不

对某一具体人的生命估值,而是估计人们是怎么评价相关风险的微小变化,并
使用这个信息推导出统计生命价值(valueofastatisticallife,VSL)。一个

VSL估计理论上揭示了为减少一项因环境污染造成死亡的社会意愿支付,而

 统计生命价值:为了减少死亡风险的社会意愿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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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于避免某一具体人死亡的偏好。

有一个例子更好地说明了怎么估计VSL。假设我们实施一项CV调查,

询问人们对于可以提高空气质量从而每年减少50例因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

的政策,愿意的支付是多少。我们假设调查的受访者可以代表大众,所以他们

因这项政策获利的机会和其他人一样。假设调查结果表明家庭对于这项政策

每年平均的支付意愿为10美元。如果社会由1亿家庭组成,则对于这项政策

总的支付意愿是:

1亿美元 ×10/年 =10(亿美元)

因为这是每年减少50例死亡的 WTP,所以VSL会是:

10亿美元/50=0.2(亿美元)

因此,每避免一个因污染导致的死亡,社会愿意支付0.2亿美元。

然而,这个例子是建立在CV研究上的,估计 VSL最常用的方法是工

资-风险分析(wage-riskanalysis)。在这个方法中,使用数据分析确定吸引

工人参与高风险工作的额外工资。假设工人意识到了这项风险,并且在工作

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风险-工资分析可以确定吸引工人承担诸如伐木工、飞
行员等更危险工作所需支付的工资。

根据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VSL研究的结果变化很大,产生的估计值从

5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不等。根据荟萃分析中的32项研究,VSL平均值

是840万美元,但是标准差高达790万美元。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发现了估计

量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它发现建立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半数研究估计值在

500万美元到1200万美元之间。

美国政府机构使用的VSL尽管不相同,但是通常都随着时间而增加,从

19世纪80年代的200万美元左右到最近的1000万美元左右。更多关于美

国VSL经济上、政策上的辩论,参见专栏6.4。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非经济学家)从方法和伦理两方面对VSL估计进行

批判。VSL使用的两种主要方法———CV和工资-风险分析———都引起对可

靠性的关注。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CV的潜在问题。对工资-风险分析研究

的批评指出那些承担高风险工作的人不能代表大众。具体地说,吸引普通人

参与高风险工作的额外工资可能要比现在观测到的额外工资高。这可能是因

为现在工作中承担风险的人天生就更容易接受风险工作。这也可能是因为现

在参与风险工作的人的选择更少。

另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风险工作都是有男性承担。大约一半的工资-风险

研究都只包括男性工作选择的数据。如果男女对风险的估值不同,那么从男

 工资-风险分析:一种根据工人参与高风险工作的额外补偿来分析统计生命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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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推算出的结果对大众来说是不再可靠的。
在大多数政策应用中,机构一般都会使用相同的VSL估计值。但是,人

们不会对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癌症风险和核事故风险有同样的评价。正如在

专栏6.4中看到的一样,最近,机构在考虑对不同的政策状况使用不同的VSL
估计值。

专栏6.4 生命估值政策

对人生命的估值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可以通

过近些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使用的VSL的改变看出。在小布什执政期间,

美国环保局使用的VSL低至680万美元。但是在2010年,EPA在一个

对于空气污染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将他们的VSL提高至910万美

元。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将他们的VSL从2008
年的500万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790万美元。在更高的VSL基础上,交
通部门决定提高对车顶质量的要求———这项规定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因为

花费太高而被拒绝了。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联邦监管机构也考虑了以风险的种类调整VSL。

例如,EPA正在考虑使用一个“癌症差别”政策,这将提高癌症风险的

VSL,因为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疾病,人们对于避免癌症愿意支付得更

多。国土安全局也表示,对避免因恐怖袭击造成死亡的风险的支付意愿

是其他风险的2倍。

制造商和电力公司通常倡议对环境政策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实质

上是要求监管者证明环境提高的经济效益。但是最近VSL的提高使得他

们开始反思他们的方法。例如,美国商会现在正在游说国会加大对联邦

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即使是对VSL方法持质疑态度的环境组织也对

奥巴马政府提高VSL大加赞赏。

资料来源:B.Appelbaum,“AsU.S.AgencieesPutMoreValueona
Life,BusinessesFret,”NewYorkTimes,February16,2011.

其他一些批评则拒绝我们应该对生命赋予具体数值这个提前。他们表

示,生命天生就是无价的,所以对生命的风险估值没有任何意义。进一步,一
些人认为对减少人生命的过程进行经济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违反伦理的。他

们表示,需要使用CBA之外的方法对影响人类死亡率的政策做出决定。

成本-收益分析的例子

一个相对简单的CBA例子可以说明一些实际运用中经常会产生的问题。
假设我们正在评估一个建大坝的政策建议。我们首先列出一些和大坝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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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收益,见表6.4。

表6.4 大坝建设方案的潜在成本和收益

潜在成本 潜在收益

建造成本   控制洪水 

运行和维护成本 娱乐   

环境损害   水电站供能

大坝被毁的风险

  这里列出的还不算全面———这些只是我们在这个案例中考虑的一些影

响。你也可以思考其他该包括进去的成本和收益。

让我们假设建造大坝的成本为1.5亿美元,分3年支付,每年支付0.5亿

美元。一般来说,建造成本都是通过贷款在更长的期间内支付,但是在这个例

子中我们只假设3年期支付。在建造期,大坝不会产生任何收益。折现率设

置为5%。所以3年期成本的现值为(所有影响以百万美元的形式表达):

PV=50+(50/1.05)+(50/1.052)=50+47.62+45.35=142.97
注意,在计算中我们假设不用对第一年进行折现。我们收集的其他与成

本和收益有关的信息如下:

1.每年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为800万美元。

2.每年的娱乐收益为1500万美元。注意,很显然,在大坝建成之前是不

存在水库的,自然不能衡量它的娱乐收益。因此,我们需要依赖某些收益转

移,在大坝建成之前对娱乐收益做出估计。

3.每年水力发电的收益是500万美元。这个估计建立在用电的消费者剩

余以及产电的生产者剩余的基础上。

4.每年大坝对环境的损害为1000万美元。这些损害包括失去的栖息地

以及减少的鱼群,大坝会阻止某些鱼群产卵。

5.每年取决于降水量分布的防洪收益。在普通年份,没有洪灾的风险,所

以不存在收益。假设普通年份占70%。在比较潮湿的年份,假设大坝阻止洪

水的伤害获得的收益为2000万美元。假设比较潮湿的年份占20%。剩下

10%为特别潮湿的年份,收益为5000万美元。

因此,我们知道所有可能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它们的经济影响。每年的预

期收益(百万美元)由下式可得:

EV=(0.7×0)+(0.2×20)+(0.1×50)=0+4+5=9

6.最后我们假设大坝建在一个地震带上,并且存在大地震造成大坝崩塌

从而造成灾难性损失的可能性。一个工程师预测每年大坝因地震而崩塌的可

能性是0.01%。然而,如果大坝崩塌,造成的伤害将有50亿美元,包括物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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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以及人员伤亡。需要用VSL对可能的死亡估值。每年大坝崩塌的预期损

失(百万美元)为:

EV=5000×0.0001=0.5
这个值远小于其他的影响,所以它对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是风险厌恶者,我们可能希望对这个计算进行调整。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大坝的预期寿命。我们假设大坝的寿命为50年,

在此之后不再有成本和收益发生。虽然这可能会不切实际,我们没有考虑对

生态永久性的伤害,但是我们把这个例子作为分析的基础。

我们现在可以把所有影响放在一起,得到一个净收益。出于折现的目的,

我们通过一个电子 表 格 将 每 一 类 影 响 折 现(附 录6.2介 绍 了 怎 么 使 用

MicrosoftExcel软件计算现值)。

表6.5呈现了具体计算过程(第6~48年被省略了)。

考虑环境成本,开始于第三年。环境成本在第三年是1000万美元,折
现为:

PV=1000/(1.05)3=864
在大坝生命终了时,折现的影响更显著。最后几年的影响减少了超过

10倍。

在大坝的整个生命期中,所有成本的现值是:

PVcost=142.97+132.47+165.59+8.28=449.31

表6.5 大坝建造的每年成本收益现值 单位:百万美元

年数
成本 收益

建造 运营 环境 大坝崩塌 娱乐 水力发电 防洪

0 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47.6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45.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0.00 6.91 8.64 0.43 12.96 4.32 7.77

4 0.00 6.58 8.23 0.41 12.34 4.11 7.40

5 0.00 6.27 7.84 0.39 11.75 3.92 7.05

… … … … … … … …

49 0.00 0.73 0.92 0.05 1.37 0.46 0.82

50 0.00 0.70 0.87 0.04 1.31 0.44 0.78

51 0.00 0.66 0.83 0.04 1.25 0.42 0.75

52 0.00 0.63 0.79 0.04 1.19 0.40 0.71

总现值

价值 142.97 132.47 165.59 8.28 248.38 82.79 1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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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收益的现值是:

PVbenefits =248.38+82.79+149.03=480.20(百万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应该建大坝吗? 收益比成本高3000万美元,这可能

意味着建大坝是有利的。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不知道在给定成本下建

造大坝是否产生最大的社会收益。投资1.5亿美元用作建学校或者减少空气

污染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净收益。我们也需要考虑大坝的规模是不是最优的。

更小或者更大的大坝可能将产生更大的净收益。

一个好的CBA分析需要包括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analysis)。这需

要考虑当我们改变分析中的一些假设时建议是否会改变。最常用的敏感性分

析可能是改变折现率。在我们的例子中,首先支付建造成本,而净收益发生在

未来(如在表6.5中,第三年后,每一年的收益都超过成本)。因此,提高折现

率趋向于减少净收益,并且使得这项工程更没有吸引力。实际上,如果我们将

折现率变为8%,这个项目将呈现大约3000万美元的净成本现值,我们将不

建议建大坝。

另一种敏感性分析可能会考虑对大坝崩塌可能性的风险厌恶的影响。即

使在5%的折现率下,因风险厌恶进行的调整(比如将这个影响的现值提高5
倍)也会导致产生净成本,并建议不要建大坝。

敏感性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对于假设的改变,我们的结果是

否稳定。如果经过敏感性分析后,建议不会改变,那么我们将对这个建议充满

信心。然而,如果我们的建议随着假设合理的变化而改变,那么说明我们没能

做出一项稳固的建议。最后,我们也需要确定我们是否排除了一些成本和收

益或者说是否留下一些没有量化的影响。这也可能是CBA不可靠的另一个

原因。

6.6 总结:成本-收益分析在政策决定中的作用

对环境进行评估肯定是一个复杂的尝试。一些人声称自然给予我们的东

西是无价的,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一些金钱而减少这些“服务”;其他人坚持认

为,对生态功能进行限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意味着经济系统可以将

它们估值为0。根据一项著名的分析,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的价值超过了全

球经济生产的价值(见专栏6.5)。

 敏感性分析:一种分析工具,研究当模型的假设发生变化时模型结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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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5 估计全球生态系统价值

经济学家设计出各种办法对生态服务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估值。这些

价值允许我们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中。大部分估值是针

对一项具体的生态系统或者服务进行的,如一片湿地的价值或者洁净空

气的价值。一个更具抱负的方法用于考虑全球生态系统的价值。

尽管许多人可能会争辩全球生态系统是无价的,但大范围的非市场

技术应用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1997年《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一组

研究者估计了17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包括气候调节、侵蚀控制、污染处理、

食物生产以及娱乐。他们进一步运用非市场估计研究获得了16个生态

地,以及每一个生态地的17个生态系统价值(见表6.6)。

估计每年生态系统的总价值为33万亿美元,波动范围在16万亿到

54万亿美元之间(作为比较,当时全球GDP在30万亿美元左右)。超过

一半的价值来自养分循环服务。价值最高的生物群落是海洋、大陆架以

及入海口。每公顷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是河口、沼泽/冲积平原以及藻

类/海草床。

这篇论文因尝试用相对简单的经济方法将生态观能转化为货币价值

而受到批评(ElSerafy,1988;Turneretal.,1998)。但是即使是批评者

也承认“这篇文章影响环境话语的潜力”以及引起了“丰富的方法的讨论”
(Norgaardetal.,1998)。尽管任何具体的美元价值评估都是充满争议的,

对全球生态系统评估的尝试的确体现了生态服务的重要价值以及它们对

政策决定的重要性。

表6.6 全球生态服务的价值

生物群落(生态圈) 面积(百万公顷) 年价值(1994年,百万美元)

海洋 33220 8381

入海口 180 4110

藻类/海草床 200 3801

珊瑚礁 62 375

大陆架 2660 4283

热带雨林 1900 3813

温带/寒带森林 2955 894

草地 3898 906

潮沼/红树林 165 1648

沼泽/冲积平原 165 3231



第6章 评估环境价值
◆135  

续表

生物群落(生态圈) 面积(百万公顷) 年价值(1994年,百万美元)

湖/河 200 1700

沙漠 1925 NA1

冻原 743 NA1

冰岩 1640 NA1

农田 1400 128

城市 332 NA1

总计 51645 33268

  NA1 表示没有估计值。

对CBA的批评指出了许多涉及获取可信估计值的困难,以及诸如精神价

值或者群落价值这些东西不能够以货币的形式估计出来的事实。经济学家总

是坚持CBA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只要适当谨慎地使用。假设我们对每一样东

西附上精确的货币价值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许多案例中,经济评估可以通

过提供影响政策的具体估计来帮助决策者。
环境政策的CBA是特别困难以及有争议的,因为几个最重要的环境收益

很难量化。首先,非使用价值只能使用CV估计。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的

可靠性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其次,减少死亡率的收益是通过VSL方

法进行评估———另一个有争议的估值方法。最后,环境政策经常涉及预付成

本或长期收益,这使得折现率的选择非常重要。较低的折现率趋向于支持环

境保护。
虽然CBA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明确的政策意见,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

的结果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原因在于排除的因素或者敏感性分析。因此,一些

经济学家认为CBA不能以及不应该用来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一种选择是

依靠不同的过程设定政策目标,以及让经济学发挥有限的作用。通过成本-
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经济分析只能确定实现最低目标

成本的方法。
例如,假设我们将二氧化硫的污染减少50%设定为目标。l实现这个目标,

可以通过要求高度污染工厂安装净化器;可以通过以排放水平为依据征税或

者征收罚款;或者通过设立一定水平的可交易的排放权,总的排放水平不超过

现有水平的50%。假设经济分析可以提供每种政策成本的可靠估计,成
本-有效性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各种选择中,哪一种选择是

最经济有效的。


l 实际上,这是美国环保局在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下设定的一个目标。

成本-有效性分析:一种在给定目标下决定最小成本方法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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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采纳一个可以实现给定目标且成本最低的方法是有意义的。在

这个方法中,我们没有依赖经济分析来告诉我们应该减少多少污染———这个

决定建立在其他因素上,包括科学证据,政策讨论以及普通常识。但是经济分

析可以告诉我们怎么选择出实现所需目标最有效的政策。
对CBA的另一个替代称为定位分析(positionalanalysis),它涉及对更

广泛的社会及政策因素的考虑。在定位分析中,对某一具体政策经济成本的

估计需要与对不同组的人、可能的替代政策、社会优先、个人权利、目标影响的

估计组合起来,而不是与经济所得进行组合。这里没有单独的“底线”,结果也

要得到其他团体的支持。
例如,大坝的构建需要大量人的迁移。即使大坝的经济效益很显著,这些

人保持自己住房的权利可能处于社会更优先的地位。这样的判断不能依靠纯

经济决策做出。然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估值技术在确定社会及政策决

定的经济部分可能有用。
在这点上,我们已经看出传统环境经济有几个核心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提

供环境政策指导。第3章~第5章讨论的理论指出了政策干涉是怎么产生更

高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以及结果的。为了使用经济分析提供具体的政策建

议,我们必须依靠本章讨论的估计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

的任务,将产生很多有关可靠性、假设以及伦理的问题。
在下一章,我们转向有关定义生态经济核心的一些问题。生态经济不一

定要拒绝使用第3章~第6章讨论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生态经济的确强调对

环境进行经济估值的限制。它也会问一些更广泛的没有被传统环境经济完全

解决的问题。

总结

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各种估值技术来估计环境资源的总经济价值。一些

价值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参考市场得出。显示偏好法可以用作估计户外娱

乐、饮用水的质量、空气质量以及其他一些环境服务的收益。非使用价值往往

是自然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只能通过陈述偏好法测量,如CV。CV使用调

查报告来询问受访者关于他们对于环境改善的意愿支付。CV是有争议的,
因为潜在的误差使得人们对方法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成本-收益分析可用作估计拟议计划及政府行为的价值。环境因素经常

 定位分析:结合经济估价和其他考虑因素(如平等性、个人权利和社会优先)的一种政策分析工具,
其目的不是减少货币方面的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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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中,并且是分析中最受争议的部分。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对未来成本-收益的估值。经济学家使用折现技术权衡现在的和未来的需

求。选择一个合适的折现率是重要的,并且显著影响成本-收益研究的结果。

合适的折现率不同于用于估计经济投资回报的商业折现率。

另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问题是对人的生命的评估。然而,我们必须用

某种方法作估计,从而在环境保护花费和死亡风险之间进行权衡,VSL方法

以经济价值的形式设法估计社会为了避免因环境污染造成的1例死亡的支付

意愿。

一些人争辩道,对环境进行估价天生就是错的,因为美元价值不是一个用

来衡量生态系统收益的合适单位。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对于比较政策选择,

一些估计是必须的,并且如果谨慎实施,不会歪曲环境价值。

问题讨论

1.假设请你做一项关于拟定的火力发电厂的成本-收益研究。这个发电

厂将建在一片住宅区的边缘,并且将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它需要足够的水

来运行它的冷却系统。当地的工业认为亟需额外的供能,但是当地的居民反

对这项建设。你怎么估计社会和环境成本? 怎么将它们与经济收益相权衡?

2.正如文章中提到的,在美国法律下,联邦机构必须使用成本-收益分析

对主要政策建议进行估计。你同意这个要求吗,特别是对于环境政策? 在做

政策决定的时候,你认为该给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多少权重? 讨论在制定

规章的时候应该如何权衡经济、健康、环境标准。

3.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考虑在一个风景优美且有森林覆盖的地区

建一座国家公园。当地反对的声音来自于那些希望在林地里伐木农作的人

们。但是国家公园将会吸引当地以及国外的游客前来参观。成本-收益法能

够帮助决定是否建造国家公园吗? 你该考虑什么因素以及你该怎么衡量它们

的经济价值?

练习题

1.世界银行正在考虑来自一个赤道国家关于一项大坝工程的申请。工程

的一些成本和收益如下:

建造成本:前3年,5亿美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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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0.5亿美元/年

水力发电:30亿千瓦小时/年

电价:0.05美元/千瓦

来自大坝的灌溉水:50亿加仑/年

水的价格:0.02美元/加仑

因土地被淹没造成的农作物损失:0.45亿美元/年

因土地被淹没造成的林产品损失:0.2亿美元/年

这里也有一些额外的、不易量化的损失:村民必须迁移的人道主义成本,

对该流域造成的破坏,栖息地被毁的生态成本。新的湖泊可能导致水媒传染

病的传播。

a.利用上述量化因素做一个正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假设大坝的寿命是

30年。正如表6.5中的例子,假设从现在开始(0年)建造。所有其他影响开

始于大坝建成之日(第3年)并且持续30年(直到第32年)。参考附录6.2,使
用Excel做必要的计算。

对于持续到无限期的成本Ci 或者收益Bi ,使用公式PV[C]=Ci/r 或

者PV[B]=Bi/r来获得收益或成本的无限期价值流。你可以假设大坝将在

可预见的将来运行。

在两种可能的利率下做完整的成本-收益分析:10%以及5%。你在每

个例子中是预测出一个明确的“是”、明确的“不”还是一个不确定结果?

b.现在考虑一个替代计划:建造一定数量较小的大坝来阻止一些重要的

农田或者林地被洪水淹没。对于这个计划,总建造成本是前一个计划的一半,

功能/灌溉收益也是前一个的一半。但是这个计划不破坏农田或者林地,并且

不存在生态或者移民成本。评估这个工程,并在两种利率下与前一个计划相

比较。

注释

1.See.forexample,Sagoff,2004.
2.Foramorein-depthoverviewofenvironmentalvaluationtechniques,

seeUlibarriandWellman,1997.
3.BarnettandNurmagambetov,2011.
4.RoachandWade,2006.
5.RolfeandDyack,2010.
6.Marvast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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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urdock,2006.
8.Wardetal.,1996.
9.ZandersonandTol,2009.
10.Forasummaryofhedonicpricingmodelresults,seeBoyleandKiel,

2001;PalmquistandSmith,2002.
11.Bayeretal.,2009.1μg/m3isonemilligrampercubicmeter,a

measureofpollutantlevelsinair.
12.Ready,2010.
13.Abdallaetal.,1992.
14.Rosadoetal.,2006.
15.Foranoverview ofcontingentvaluation,seeBreedlove,1999;

Whitehead,2006.
16.HorowitzandMcConnell,2002.
17.Anonymous,1992.
18.Carsonetal.,2001.
19.SeePortney,1994.
20.Carsonetal.,2003.
21.Arrowetal.,1993.
22.Desvougesetal.,1993.
23.DiamondandHausman,1994.
24.AckermanandHeinzerling,2004,p.164.
25.Batemanetal.,2006.
26.Theratevariesdependinguponthelengthtomaturity (3to30

years).SeeU.S.OMB,2012.
27.Stem,2007.
28.Evans,2005.
29.Nordhaus,2007.
30.Weitzman,2001.
31.LaytonandLevine,2003,p.543.
32.Foradiscussionofthedifference,seeStaehr,2006.
33.Fordiscussionofthelimitationsofeconomicvaluation,see,forex-

ample,OBrien,2000;Toman,1994.
34.U.S.EPA,2001.
35.NOAAetal.,1999.
36.SpashandVat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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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ShresthaandLoomis,2003.
38.Ibid.,p.95.
39.Bellavanceetal.,2009.
40.ViscusiandAldy,2003.
41.SeeAckermanandHeinzerling,2004.
42.Foranexpositionofthebasisofpositionalanalysis,seeSöderbaum,

1999.
43.Foradiscussionoftheinteractionbetweenestimationtechniquesand

underlyingvalues,seeGouldnerandKenned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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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1 先进的估值方法

分区旅行费用模型

有一种旅行费用法被称为分区模型。m使用一个分区TCM,我们首先将

一块或几块娱乐区周围的地区分为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通常以地理上的不

同进行区分,比如县、邮递区号或者乡镇。接下来我们需要不同区域对这些娱

乐区访问率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现场对参观者进行调查并询问他们来自哪

里,或者进行全面的人口调查。在全面人口调查中,随机选取受访者,通过电

话或者电子邮件询问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如去年,对这些娱乐区的访问量。无

论是在现场调查还是在全面人口调查中,我们都会问各种问题,如聚会的规

模、消费信息、停留的时间、参观中进行的活动以及诸如年龄和收入水平等的

个人信息。

通过收集调查的数据进行推断,估计出在这个多点模型的例子中,每个区

域有多少人访问这些娱乐区。将估计结果除以对应区域的人数得到人均访问

量,可以排除各区域间人口不同的影响。这个变量用来作为统计模型中的因

变量。主要的自变量或者解释变量是每个地区到每个目的地的旅行费用。旅

行费用可以通过估计驾驶距离和费用的软件测量出。通常情况下,旅行的时

间成本也要包括进来。旅行的时间成本通常通过参观者工资率的函数估计

出。这可能是建立在调查中的收入数据或者一个区域的平均工资率的基

础上。

为了估计出一个稳健的统计模型,TCM 需要包含旅行费用之外的其他

解释变量,包括:
● 区域人口信息,如年龄水平、家庭规模以及收入水平。
● 场所特点(对于多点模型),如设施水平以及舒适性。
● 替代场所的数量和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娱乐区的

m 还有一种常见的旅行费用模型,即随机效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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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有高质量的替代场所,预期会减少对这个娱乐区的访问率。
● 其他相关变量,如气候条件以及节假和周末的时间。

在这个模型中,旅行费用变量的系数是负值,表明随着旅行费用的上升,

访问率下降———基本上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使用这个估计模型,一
个人可以根据计算在不同成本下的折现率来绘出需求曲线。图A6.1显示了

一个娱乐区的需求曲线。n假设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访问这个娱乐区的平均

成本是30美元。将30美元的成本代入这个模型,得出估计的访问率是每年

人均5次,如图A6.1所示。我们接下来可以估计消费者剩余,即需求曲线之

下旅行费用之上的区域———图中的阴影区域。在这个例子中,消费者剩余是

一个以5次访问为底、以50美元为高的三角形。因此,消费者剩余(CS)是:

CS=(5×5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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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6.1 旅行费用曲线

注意,这是访问量为5的需求曲线。每次访问的消费者剩余将是25美元

(125÷5)。如果有了对这个区域访问总量的估计值,我们就可以估计总的消

费者剩余。其他区域的收益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得到,将这些收益加总获得这

个娱乐区的总消费者剩余以及每一访问者的平均消费者剩余。

设计条件价值评估调查(CV)

在评估CV有效性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问问题。这里有一

些CV问题的基本问法,以湿地保护为例,参见图A6.2。

n 为了简化,这个图形使用了一条线性的需求曲线。通常情况下,旅行费用需求模型是非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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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问题模版:

为了湿地保护工程,你每年最大意愿支付多

少钱?

支付卡模板:

下面哪一个数量最接近你每年用作湿地保护工

程的最大支付意愿? 请圈出你的答案。

$5  $40  $80  $200  $750

$10 $50 $100 $300 $1000

$20 $60 $125 $400 $1500

$30 $75 $150 $500 $2000

单界模板:

你每年愿意支付75美元用作湿地保护工程吗?

是

不

不确定

双界模板:

你每年愿意支付75美元用作湿地保护工程吗?

如果受访者回答“是”,接下去问:“你愿意支付150

美元吗?”

如果受访者回答“不”,接下去问:“你愿意支付40

美元吗?”

多界模板:

对于下面每一笔钱,你是否每年愿意支付这笔钱

用作湿地保护工程?

$5   是  不是  不确定

$10 是 不是 不确定

$25 是 不是 不确定

$50 是 不是 不确定

$75 是 不是 不确定

$100 是 不是 不确定

$200 是 不是 不确定

$300 是 不是 不确定

$500 是 不是 不确定

$1000 是 不是 不确定

图A6.2 CV问题模板

开放式:CV问题最简单的形式可能就是开放式,在开放式中,受访者被

要求直接给出某一给定目标的最大支付意愿。因此,受访者可以提供任何货

币价值。

支付卡:向受访者提供许多潜在的 WTP值,要求他们挑选一个最能代表

他最大 WTP的值。

单界模板:给予受访者一个 WTP值,询问他是否愿意为研究方案支付这

个数量的钱。受访者们面对的 WTP不都是相同的———不同的 WTP可以提

供相应的变化,从而做出更精确的 WTP估计值。“不确定”这一选项允许不

确定性。如果问题以投票的形式呈现出来,就称为公投模式。

双界模板:单界模板的局限是我们只知道受访者的 WTP高于或者低

于给定的数量。在双界模板中,初始 WTP后还有一个不同的 WTP问

题,正如图 A6.2所示。这种形式可以提供关于某人的 WTP更精确的

信息。

多界模板:想要获得更精确的信息,可以使用多界模板,询问受访者是否

愿意支付几个不同的数量。

那么,哪一种形式最好呢? CV问题还产生几个潜在的误差,所以我们可

以研究每种模板如何减少或者加剧误差。一个普遍存在CV问题中的误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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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偏差———发生于受访者故意提供不正确的 WTP值因而提高政策结果

时。例如,单界模板可能会问一个受访者是否为了支持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每

年支付100美元。即使她不准备支付这个数量的钱,她也会出于对濒危物种

保护的支持回答“是”。另一个误差是yea-saying———有些受访者接受给定的

数量,往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答案或者是研究者想听到的答案,所以

yea-saying将导致结果存在正的误差,使得 WTP偏大。范围偏差是存在于支

付卡模板及多界模板中的问题,产生于受访者的答案受所给值的范围的影响。

具体地说,受访者趋向于给出范围中间的值,从而产生误差。虽然大部分的误

差都会导致高估 WTP,抗议出价则趋向于低估 WTP。抗议出价发生是因为

一些人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中已经因其他原因支付足够的税收或者费用,从
而表示不愿意为这些付费。另一个在任何调查中都会出现的误差是非代表误

差———发生于受访者不具有代表性的时候。在这样的例子中,调查结果不能

向整个人口递推。

设计CV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发放给受访者。CV调查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面对面或者网络发放给被调查者。无论使用什么方

法,研究者都希望获得高的答复率,这将减少非代表性误差发生的可能性。答

复率可以通过后续的联系提高,如接着给没有答复的人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

件。虽然网络调查成本最低,但是它的答复率也最低。面对面调查可以让研

究者更好地进行场景描述,并且往往使受访者对问题的注意力更集中,但是往

往成本最高。正如本章中讨论的,NOAA陪审团建议使用面对面调查,因为

他们要求CV场景呈现得更具体。

附录6.2 使用Excel进行现值计算

  分析中的现值计算可以通过Excel轻松完成。假设我们计算从第3年开

始持续20年且年收益为20000美元的现值,折现率为3%。

我们首先在电子表格中为年数建立一列———列A(见表A6.1)。因为收

益是从第3年开始持续20年,所以年数最大为22。注意,第0年(现在)至第

3年的收益为0。我们在E2单元格输入年收益率20000美元,E5单元格输

入折现率。当我们想考虑不同场景时,如不同的折现率,在边上输入这些值可

以让我们很简单地改变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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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1 使用Excel计算现值

A B C D E

1 年 收益

2 0 0 收益= 20000

3 1 0

4 2 0

5 3 18303 折现率= 0.03

6 4 17770

7 5 17252

8 6 16750

9 7 16262

10 8 15788

11 9 15328

12 10 14882

13 11 14448

14 12 14028

15 13 13619

16 14 13222

17 15 12837

18 16 12463

19 17 12100

20 18 11748

21 19 11406

22 20 11074

23 21 10751

24 22 10438

25

26

27 280469 PV合计



◆150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第3年收益的现值:

PV=20000/(1+0.03)3=18303(美元)

为了在Excel演示这个计算,我们将下面的式子准确地输入单元格B5:

=E2/((1+E5)A5)

必须要用“=”,表明正在输入一个公式。输入E2,告诉Excel使用单元

格E2中的值作为分子。分母参考折现率和年数所在的单元格。输入这个式

子后,得到一个值:18303。

接下来,将公式从单元格B5复制到B6,获得第4年的现值。你会得到一

个0值———显然是不正确的。观察复制的公式(点击单元格B6),你将看到每

一个单元格引用都被向下移一格。复制的公式将是:

=E3/((1+E6)A6)

虽然我们希望用A6代替A5(第4年替代第3年),我们希望保持单元格

E2和E5的引用不变。为了在Excel中做到这一步,当我们输入公式的时候

在行号和列号前面加一个“$”来固定对一个单元格的引用。这样,无论公式

何时被复制,引用都不会变。

回到单元格B5的公式,将它改成下列形式:

=$E$2/((1+$E$5)A5)

现在对单元格E2和E5的引用固定了,只有单元格A5的引用在复制时

会调整。B5的值依旧是18303。如果我们把这个修正过的式子复制到B6,

新的值将是17770。单元格B6的公式将是:

=$E$2/((1+$E$5)A6)

因此,现在用四年期的折现代替3年期的折现。接下来我们可以将这个

公式复制到剩下的所有年份。加总所有年份的值(Excel有一个简单的加总

命令),我们得到一个总的现值280469美元,如单元格B27所示。

通过改变边上的输入量,我们可以很简单地修改我们的分析。假设我们

想要在5%的折现率下重做我们的结果,只需将单位格E5的值从0.03变为

0.05,所有的计算将会自动更新。新的总现值是226072美元。

附录6.1和附录6.2中的关键词

非代表误差 公投模式

抗议出价 策略误差

范围误差 yea-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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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自然资源属于资本吗?
● 应该如何理解并保护资源和环境系统?
● 是什么限制了经济系统的规模?
● 从长远来看,如何保持经济福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7.1 生态角度

经济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在第3~第6章,我
们把来源于标准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应用于环境问题。然而,被人们熟知的生

态经济学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生态经济学尝试着重新定义基本的经济学概

念以使它更适用于环境问题。正如在第1章所述,这往往意味着从宏观的而

不是微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关注生态循环并将物理逻辑和生物系统应用于

人类的经济,而不是用经济的分析方式来透视生态系统。

与一般的经济分析方式不同,生态分析不仅有一个基于市场的分析框

架a。生态经济学家 RichardNorgaard将这种方法定义为方法论的多元主

义①(methodologicalpluralism),他主张多种角度可以避免基于单一视角的错误。

通过将分析和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这一多元化方法不一定意味着生态经济学与市场分析不相容。在第3~
6章所学的分析方法提供了很多视角,而这些视角对形成一个更广泛的生态

观点给予了补充。但为了理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分

析中使用的一些假设和概念可能需要修改或替换。

①
a “Methodology”指用于分析问题的一系列技巧和方法。

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更全面地理解问题可以获得使用一种相结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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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自然资本

生态经济学家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自然资本②(naturalcapital)。许

多关于生产理论的经济学模型着重强调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对

于第三个生产要素,即通常所说的“土地”,虽为人们熟知,但在经济学模型

中的作用并不显著。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DavidRicardo———《政
治经济原则和税收》的作者———把土地及其生产力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决

定因素。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通常假设技术进步可以克服土地生产力的

任何限制。

生态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土地”重新引入并加以扩充,命
名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被定义为土地的所有禀赋以及我们可以获得的资

源,包括空气、水、肥沃的土地、森林、渔场、矿产资源以及生态生活支持系统

(如果不存在,经济活动及生命本身也不会存在)。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然资本的重要性不亚于人力资本于生产的基

础作用。更进一步来讲,一个谨慎的核算应该包括对自然资本的评估并反映

其增减变化,而这些都应该反映在国家收入核算中。

考虑自然资本变化

将自然资源定义为一种资本有重要的经济含义。谨慎经济管理的一个中

心原则是保存资本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普遍希望增加生产性资本,

经济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净投资和撤资③(netinvestmentanddisinvestment)。

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本(净负投资)减少,则说明这个国家

的经济在衰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价值与资本》(1939年)的作者JohnHicks爵士将

收入定义为:在保持期末财富至少与期初财富等同条件下,一段时间内个人或

国家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换句话说,你无法通过减少你的资本来增加

收入。

让我们看一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假设你得到了100万美元的遗产(虽然

很少有人会这么幸运,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将这100万美元投资于实

②

③

b 实际收益是剔除通货膨胀的收益。
自然资源:来自土地和资源可用的馈赠,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渔业、矿业以及维持生命的生

态系统。
净投资和撤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从总投资中减去折旧来计算生产资本的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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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收益率为5%的债券上b,那么你每年可以有5万美元的收入。然而,如果

你决定每年花费遗产中的10万美元,减掉5万美元的债券投资收入,每年你

将花费5万美元的资产。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里,你的收入将会减少,而且

你的资产最终会被耗尽。显然,这不同于只建立在收入上的稳健策略,因为后

者可以让你(或你继承的遗产)每年一直得到5万美元。

只要人们认可人造资本,那么这一原理也会被普遍接受。对人造资本随

时间消耗的计算包含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每年我们会估计资本折旧④(capital
depreciation)并把它从国民收入中剔除,以得到国民生产净值。为保持国家

财富的稳定,那么每年必须要有足够的投资以替代资本的损耗。我们也可以

通过区分总投资和净投资的不同来理解这一点。净投资为投资减折旧,它可

以为0;当替代折旧的资本不充分时,也可以为负值。净投资为负值时意味着

国家财富在减少。

然而,对自然资本折旧⑤(naturalcapitialdepreciation)却没有类似的定

义。如果一个国家将其砍伐森林得到的木材用于国内消费或出口,这将仅作

为一个积极影响计入国民收入核算,其值为木材的价值。没有人把活立木作

为经济资源进行损失核算,也没有人对它的生态价值进行损失核算。从生态

经济学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类严重的疏忽,必须加以纠正。生态经济学家已经

提议修正国家收入核算体系,从而使之包括自然资本的折旧(我们将在第8章

深入分析这一提议)。

自然资本的动态变化

同时,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也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学分析并不能充分反映

自然资本存量和流量的变动。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要看到的,虽然经济学

家有很多用货币来表示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的方式,而且这些方式都满足经

济分析的标准,但是它们却只能用来分析自然资本的一个方面。

掌控如能源、水、化学元素和生命体等自然资本的基本规律遍布化学、物
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物理定律中。如果不对这些法则加以明确考

虑,我们也就不能对自然资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以农业系统为例,土壤肥力是由化学营养成分、微生物、水流和动植物废

物回收利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粮食的产出在测量土壤肥沃方面

是短期经济计量的一个有效方式,但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引导,

因为微妙的生态过程也在起作用。单纯经济学分析会导致土壤肥力长期保持

④
⑤

资本折旧:在国民收入中扣除资本的磨损。
自然资本折旧:扣除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损失的自然资本,如木材供应、野生动物栖息地或矿产资源

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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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不够。
因此,在涉及自然资本的保持问题上,把经济学分析的方法与生态原则相

结合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第3~6章所学的经济方法与生态分析不相关。
确切来说,我们应以自然系统中的生态观点作为经济分析方法的补充,从而避

免错误结论的得出。在自然资本核算和保护方面,经济学家主张的方式有:
● 对自然资本的物理核算⑥(physicalaccounting)。除了为人熟知的国家收入核算

方式,卫星核算⑦(sateliteaccounting)通过构建以表示自然资源的多少来估计每年的变

化。这些核算方式也可用以表示污染物的累积量、水质、土壤肥力变量以及其他表示环境

状况的重要物理变量。如果核算指标显示资源枯竭⑧(resourcedepletion)或环境恶化⑨

(environmentaldegradation)严重,那我们要采取措施以保护或恢复自然资本。
● 可持续产量(sustainableyield)水平的决定。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自然

资源的经济开发经常会超出生态可持续的水平。决定一个可持续的产量水平,人类可以

在这一水平上一直进行经营。如果经济均衡产量超过了可持续经营的产量,那么资源就

会受到威胁,此时,特定的保护政策是必要的。渔业以及林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

将在第13章和第14章进行详述。
● 环境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oftheenvironment)包括对家庭、农业以及

工业废物的吸收。自然作用可以将废物分解且可以将它们在无公害的前提下再吸收到环

境中。其他废物和污染物,如氯化农药、氯氟化碳和放射性废物,很难甚至不可能被环境

再吸收。科学分析可以对废物排放的合理水平估计一个基准线,而这与第3章介绍的经

济概念“最优污染物水平”并不是一个概念。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实现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naturalcapitalsustain-
ability)这一一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应该通过限制资源的消耗或恶化

以及为资源的再生进行投资达到保护自然资本的目的(如水土保持或重新造

林计划)。将一般原则转变成特定政策条例的困难和争论使得经济分析与生

态分析的不同更加突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对这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

7.3 宏观经济规模问题

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认为经济体的规模是没有限制的。凯恩斯理论、

⑥

⑦
⑧
⑨




物理核算: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补充,从物理方面来估计股票或者自然资源的服务,而不是从经济
方面。

卫星核算:估计自然资本的实物供应而不是金钱供应的账户,用于补充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
资源枯竭:由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而使可再生资源的存量减少。
环境恶化:环境资源的功能和质量的损失,往往是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
可持续产量:维持资源不减少的产量水平。
环境的吸收能力:吸收环境中无害废物产品的能力。
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通过限制损耗率并对资源更新进行投资以保护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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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理论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基于消费、储蓄、投资、政府支出、税收

和货币供给这些宏观经济总量下的均衡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均衡水

平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呈现

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

以每年5%的增长率为例,每14年 GDP将翻一番,那么1个世纪内

GDP将超过100倍。即便每年的增长率为2%,每35年GDP翻一番,那么

1个世纪内将增长7倍。如果从数学计算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均衡,其增长

并不会 引 发 什 么 问 题。但 是 生 态 经 济 学,尤 其 是 RovertGoodland 和

HermanDaly争论说资源和环境因素为经济活动的合理水平施加了现实的

限制,而且经济理论应该包含“最优宏观经济规模”(optimalmacroeconomic
scale)这一概念。

这一概念与受限于有限资源的个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相关联,而且它对全

球经济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国家经济可以通过国际间贸易来克服资源有限

这一问题。我们在图7.1中表示了这一情况,虽然这让我们回忆起我们最初

目的是描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见第1章图1.2),但图7.1还显

示了支持生态系统内的经济增长,它提供了重要的生理和生活———周期压力。

在图7.1中,经济系统(如图7.1中矩形所示)把能源和资源作为投入并将

废弃能源和其他废物排放到生态系统中(如图7.1中圆形所示)。我们将投入

量和排出的废物量的总和称为吞吐量(throughput)。这里所说的经济系统

是一个开放系统(opensystem),因为它与所处的全球生态系统进行能源和

资源的交换。全球生态系统吸收太阳能并将余热排出,但是它属于另外一类

系统———封闭系统(closedsystem)。

随着开放的经济子系统在封闭的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扩大(如图7.1b中扩

大的矩形所示),其资源需求和废物排放越发难以调节。地球生态系统大小的

固定为经济系统的扩大设置了规模限制(scalelimit)。










最优宏观经济规模:经济系统关于最佳规模水平的概念,当超出它并进一步增长时会导致较低的社
会福利和资源退化。

吞吐量:在某过程中能源和材料总的输入和输出。
开放系统:与其他系统进行能量和自然资源交换的系统;经济系统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

它能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能源和自然资源并将废弃物排到生态系统。
封闭系统:不与其他系统交换能量或资源的系统;除了太阳能和废热,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封闭的

系统。
规模限制:对系统规模的限制,包括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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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Goodland,Daly,andElSerafy,1992,P.5.
图7.1a 相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经济子系统(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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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Goodland,Daly,andElSerafy,1992,P.5.
图7.1b 相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经济子系统(大范围)

图7.1涉及的是经济系统的物质增长,其中,物质的增长用资源和能源的需求

量以及废物排放量来衡量。即便没有更多的资源配置,GDP也有可能增长,

尤其是当经济发展集中在服务部门时。正如扩大机动车的生产需要更多的

铁、玻璃、橡胶和其他原料的投入,为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同时还需要更多的汽

油。但是类似歌剧或儿童托管这类服务需要的物质资源则较少。如果每单位

的产出需要更少的吞吐量,则说明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这一过程被

称为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或去耦化(decoupling)。对于这一问题,




去物质化:通过减少对物理材料的使用(如使用更少的金属制造铝罐)来实现经济目标的过程。
去耦化:打破经济活动增加以及由此对环境的影响增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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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第17章进行更详尽的说明,但是GDP的增长通常伴随着资源和能

源吞吐量的提高。

经济活动无疑面临着许多规模限制,那么,我们如何确定经济子系统是否

在扭曲生态系统的限制呢? 一种方法是通过是否存在大规模的患病率的增加

这一现象来判断,或是全球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海洋污

染、土壤恶化和物种灭绝来判断。按照常识,或者从生态分析的角度看,这些

普遍的问题说明:20世纪末,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些重要的环境阈值。

衡量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生态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从理论上将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的特定方法。生

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都以利用能源资源为支撑功能以及扩大生活的职能。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能源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人类劳动、

资本投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都需要能源。

生命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获得太阳能。随着人类经济系统的发展,光
合作用的净初级产品(netprimaryproductofphotosynthesis,NPP)的大部

分直接或间接提供给经济活动。农业、林业、渔业或燃料占有生命系统通过光

合作用获得的太阳能。除此之外,人类活动将原始土地和农业用地改为城市

工业用地,或用以修建交通系统和房屋。人类已征用土地约40%的光合作用

和包括海洋生态系统在内的全球总量的25%左右的光合作用。

这些NPP数据表明,过多的经济活动会使我们接近于地球承受能力的绝

对极限。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除非人口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大幅

度变化,否则这一现象将可能发生。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规模限制这一问题。

在第10章~第19章,我们将探讨农业、燃料和其他资源在这一问题上的特定

意义,也将涉及经济理论的一般意义。

HermanDaly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把人类从“虚世界”经济学(empty-
worldeconomics)到“实世界”经济学(full-worldeconomics)中。在“虚世

界”阶段,相对于生态系统,当经济系统比较小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是不重要

的,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建立人造资本存量和扩大

消费。在这一阶段,经济活动主要受限于人造资本量。

然而在“实世界”阶段,对自然资本的保护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没有采取

适当的措施保护资源和环境,不管人造资本存量有多大,环境的恶化将危害到

经济活动。




光合作用的净初级产品:通过光合作用直接产生的生物质能源。
虚世界和实世界经济:经济方法对环境问题应该有所不同,取决于相对于生态系统的经济规模是否

是小的(虚世界)或大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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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理论与一般经济理论在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后者通常

假定资源具有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如工业生产的废料可以弥补土壤

肥力的丧失。从生态的角度可知,这一替代关系没有那么简单,不像人造工厂

和机器那样,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以

化肥为例,施肥过量会破坏土壤里的其他营养成分,同时化肥流失也会污染

水道。

在很多情况下,自然资本在充当生产性资本时具有互补性(complemen-

tarity)而非可替代性,这意味着这两类资本都是有效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

比如,如果鱼群枯竭,增加渔船的数量是无济于事的(正如在第4章和第13章

讨论的那样)。自然资本的基本功能是我们应该调整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从

而将生态的局限性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考虑在内。

7.4 长期可持续性

在涉及自然资本时,我们已经提到可持续性。但是如何更精确地定义这

一术语呢? 我们想要限制自然资本的流失或恶化并为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本进

行投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永远不会使用任何可耗减的资源或进

行任何改变自然系统的经济活动。在一个超过70亿人的世界里,大规模地实

现规模化或快速地进行工业化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无限制地使用资源和废

物的不断增加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如何平衡?

我们已经回顾了针对这一问题的一般经济理论原理。外部经济理论、资
源分配、共同财产和公共物品的管理在第3章~第5章已有所概述,这些为资

源的使用和保护以及最优污染水平的确定提供了经济原理。然而,从长期来

看,在全球背景下,这些理论可能还不够。在面向个人市场时,它们可能无法

保证宏观经济层面上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需要整体保护国家和全球

资源的指导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市场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环境管

理问题相互关联。

我们可以区分强可持续性(strongsustainability)和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概念。(这里用到的“强”和“弱”是指假设的强度,并不意味







可替代性(人力和自然资本的):一种资源或投入能替代另一类的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弥补某些枯
竭的自然资本的能力。

互补性:被共同用于生产或消费的特性,如对汽油和汽车的使用。
强可持续性:认为自然和人为资本一般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认为自然资本水平应维持不变。
弱可持续性:只要能由增加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那么认为自然资本的消耗就是合理的;假定人为

资本可以替代大多数类型的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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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就一定比另一个好。)强可持续性是基于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的有

限可替换性假设的基础上的。弱可持续性假设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通常

是可以替换的。

采取强可持续性发展方法,可分别保留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确保整体自

然资本储备不会被耗尽。例如,可以砍伐一个区域的森林,只要同样的森林资

源在别的区域内扩大,如此就可以保证整体的森林资本不变。只有在具有同

等能力的替代资源同时期增加的情况下,石油储备才可以使用。强可持续性

发展需要广泛的政府干预以及对经济活动本质的彻底改变。

弱可持续性更容易实现。这一原则假设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完全可

以置换,证明资本总量是不变的。例如,为了扩张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而砍伐

森林,但是,这需要对被砍伐的森林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估计。除非新产生的人

工资本大于损失的自然资本,否则不可以砍伐森林。

这一原则更接近标准的经济理论。私人所有者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计

算,并且不会愿意用高价值的资源交换低价值的资源。但是,当出现以下情况

时,需要政府干预保持弱可持续性:
● 私人所有者未能考虑自然资本的完全生态价值(例如,一个生产森林

产品的公司计算木材的价值,但却不考虑其中濒危木材的生态价值)。
● 在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这种情况会

导致短期资源所有者或者非法用户对自然资源的快速掠夺。
● 私人所有者只考虑短期影响,没有考虑诸如累积形成的土壤侵蚀类的

长期问题。
● 涉及公共财产资源或公共物品。
● 涉及真正不可替代的资源问题,如物种灭绝或者干旱地区水资源供应

短缺的问题。

政策选择和未来折旧

强、弱可持续性之间的选择是十分困难的。例如,在管理森林资源时,强
可持续性政策可能限制太多,要求一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森林覆盖

率不变。然而,弱可持续性政策对于森林砍伐并没有固有的限制,只需要健全

的经济核算。虽然必须定义一个中间立场,但这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市场过程

完成。这必须是一个明智的社会选择。

在定义中间立场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对未来的折现。我们在讨论资

源分配(第5章)和成本-收益分析(第6章)时,已经强调了市场在选择资源

使用时折现率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折旧率越高,目前利用资源的积极性也越

高。根据霍特林定律,私人所有者必须预计资源的净上涨速度至少等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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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为未来储存资源之前的利率。多数可消耗资源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折

旧率为5%的情况下,资源的净价格预计每14年翻一倍,引起资源存储。对

投资人来说,立刻提取资源,并在折旧率为5%时进行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对

于可再生资源,如森林,年收益率必须至少等于市场利率,这样,私人所有者才

能进行可持续管理(详见第14章)。在较低的收益率上,经济激励措施支持砍

伐森林以获得货币收益。实际上,这意味着把可再生资源作为可消耗资源处

理,尽可能快地“挖”完它。

折旧是对自然资源系统的严厉测试。除非能满足一定的收益率水平,否则

立即开发将优于可持续管理。如果主要的生态系统和重要的自然资源没有通

过这个测试,那么急于尽快开发利用资源的结果就是未来的资源储存量降低。

这里关系到可持续性原则:一个拥有大量的人造资本,却只有少量的自然

资源的世界能够满足未来的需要吗? 或者,是否应该实施更强的资源保护政

策保卫我们自己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呢?

这不是一个关于未来长期发展的哲学辩论。许多高质量的矿产资源可能

在30~40年被开采殆尽;这期间热带雨林也几乎可能消失;海洋和大气系统

可能严重退化;水土流失可能在1个世纪的时间里摧毁数百万英亩农田的生

产能力。如果运用严格的商业折扣原则,所有的这些对生态家园的破坏看起

来都像是“理智的”甚至是“最佳的”选择。

Norgaard和Howarth认为,不应该由以市场为基础的折旧率决定资源的未来

长期使用问题。他们建议使用可持续性标准促进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

uity)。按照这种观点,简单运用利润最大化的标准去决定有关长期投资与保护的

问题是不正确的。这需要社会监督对未来资源进行保护。

复杂性、不可逆性和预防原则

另一 个 使 用 可 持 续 标 准 的 主 要 理 由 与 生 态 复 杂 性 (ecological

complexity)和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有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当前

的生态系统达到一个平衡,其中涉及成千上万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物种的总数是未知的,但是以百万为单位计算),以及大气、海洋、淡水以及陆

地生态系统中的物理和化学上的微妙的平衡关系。

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会永久性地改变生态平衡,并且伴随着不可知的

生态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改变生态平衡会导致荒漠化、海洋生态系统的崩






代际公平:将资源(包括人类和自然资本)在几代人之间进行分配。
生态复杂性:许多不同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元素共存于生态系统并以复杂的模式交互在一起的状

态;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是不可预知的。
不可逆性:指人类对环境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无法逆转的一个概念,如物种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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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臭氧层的破坏、含水层的污染以及抗杀虫剂的害虫灾等。物种灭绝就是对

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的明显案例,未来需要花费难以计数的经济成本和

生态成本来缓解这一危机。

因此,生态经济学主张预防性政策(precautionaryprinciple)。人们应该

尽量不干扰自然系统的发展,尤其是在无法预测的未来长期影响的情况下。

这一政策不允许运用简单的经济公式去计算资源的价值并进行运用。只有在

考虑生态意义时这些经济学计算才有意义,而且这些计算的生态意义有时要

超过其计算的市场均衡逻辑。

能量和熵

如上所述,生态经济学特别关注能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物理学的

基本定律以便了解生态系统的基本驱动因子及其发展限制因素。热力学第一

定律(firstlawsofthermodynamics)指出,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

被毁灭(尽管物质可以通过核过程转化为能量)。这意味着任何物理过程,包
括所有经济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物质和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种转变的实质,在所有的物理过程中,能
量都是从一种可用的状态退化为不可用的状态。

这个过程的正式名称是熵(entropy)。熵是用来测量系统中不可用的能

量,根据第二定律,熵会随着自然进程的发展而增加。熵的概念可以用在资源

的计算上,也可以应用于资源以外的其他能源。一个容易使用的资源,如高档

金属矿石,其熵值较低。矿石越低档,熵值越高;此概念也可以应用于在其他

资源使用的程序中。

理解这个狡猾的熵的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一

块煤炭的燃烧。在其原始状态,煤炭的熵值较低,也就是说,它包含可用的能

量。这种能量可以通过燃烧煤炭获得。一旦燃烧,煤转化为灰烬和废热。能

量现在不再被使用,系统转到高熵状态。

NicholasGeorgescu-Roegen是一位生态经济思想的先驱,他认为熵的法

则应被视为经济学的基本指导原则。所有经济过程都需要能量,能量从一个

可用的状态转换到一个不能用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任何经济过程的物理输

出包含具体能源(embodiedenergy)。








预防原则:政策应该考虑不确定性并通过采取措施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的发生的观念。
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指出物质和能量不能被破坏而只会转变,而且所有的物

理过程都会导致可利用的能量减少(增加熵)。
熵:度量系统中不可获得的能量的测量方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物理过程都伴随着熵的

增加。
具体能源: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总能量,包括间接使用和直接使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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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辆汽车能源用于生产钢铁和将钢铁塑造成汽车零部件,以及工人

组装使用的能量(或能量用于运行流水线机器人)。当然,它也需要额外的燃

料能源。但最终这一切能源成为一个不可用的形式。燃料废弃转化为热能量

耗散尽和污染。汽车最终报废,本身成为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已向其用户

提供运输服务,但最终结果是可用的能源和资源退化成一个不可用的形式。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经济过程,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一是经济过

程需要连续流的可用能源和资源(低熵);二是它不断产生能源浪费和其他废

物(高熵)。因此,输入和输出流的资源和能源的经济体制成为生产的基本管

理机制。

这个角度不同于标准经济理论,在标准经济理论中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通

常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能源和资源投入往往没有特别考虑,有时甚至完全

省略了。比起其他投入价格,能源和资源价格没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废物流效应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外部性而不是作为生产的中心。

标准方法适用于能源和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以及环境容易吸收其造成的

浪费和污染时,在理解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出现了从熵来看的角度。但随着对能源、资源需求以及污染和浪费的增长,熵

的概念对于理解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能源流动与经济生产系统

现有的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捕捉到能量。几千年的进化已经开发出复杂

并相互依存的生活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能量,使用太阳流(solarflux)(流动

的阳光)。在所有生态系统中,光合作用是最基本的过程,由绿色植物利用太

阳的能量生产所需的有机化合物。所有动物的生命都依赖于植物光合作用,

因为动物缺乏能够直接利用太阳能的能力。

从熵的角度看,经济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使用低熵值来维持生命活动的生

物过程,以及增加整体熵的过程。工业系统大大增加了熵的运用。低熵的矿

藏和储存低熵的化石燃料支持着工业过程。集约农业也“开采”土壤的储存资

源。与此同时,工业系统大大增加了熵废物的排放。

标准的经济理论没有内在的“增长的极限”。但熵理论意味着有限制;经
济系统必须在如下约束中运行:

● 低熵资源的存储有限,特别是高档矿石和化石燃料。

● 有限的土壤和运用太阳能生产食品和其他生物资源的生态系统。

● 吸收熵废物能力有限的生态系统。

 太阳流:持续流向地球的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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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规避特定的约束是有可能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人

工化肥增加土壤的生产力。但是由于化肥生产本身需要能量,所以我们无法

逃避熵法则。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从别处“借用”低熵物品来扩大农业系统

的约束,但只能是通过更快速地使用能源资源(浪费和污染的加速更新换代)。

低熵的一个真正的“自由”来源是太阳能。即便是太阳能,在吸收和使用能源

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材料和人工成本。

熵法则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生产部门:能源行业本身、农业、矿业、林业、

渔业和其他工业领域。这往往可以展示出这些经济活动运行的另一番情景。

比如采矿行业,相对于劳动或资本输入衡量,标准的输出可能显示了生产力的

提高。但是如果专注于每单位产出的能源投入,很可能看到生产力下降。换句

话说,在开采矿石的质量下降时,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来达到相同的输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能源代替人工和资本投入,只要能源很便宜,这就

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性选择。然而,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于化

石燃料,在第13章我们将看到,化石能源占当今工业能源的80%以上。化石

燃料的污染问题也在增加。

生态经济分析强调生产的物质基础,而不是生产的经济成本。这就可以

将问题链接到地球生态系统。如果只关注经济成本,尽管我们试图使资源消

耗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但可能忽略了经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影响。

经济和生态系统模型

生态经济学也寻求不同的技术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建模。我们可以将不同

的分析整合起来以提供一个全面的经济和生态活动的蓝图。这种综合分析如

图7.2所示。这个例子展示了荷兰布拉班特的经济和生态活动。

当地自然资源系统为布拉班特省的农场和工业提供生产资料来源。其他

投入,包括化石燃料,都是进口,出口工业产品。布拉班特省的农业生产为当

地消费和出口提供产品。工业、农业和家庭都利用当地的供水系统,但水资源

受到一些硝酸盐和杀虫剂的污染。森林提供了户外休闲的场所以及木材业的

生产资料来源。农业径流也会影响森林以及荒野(高地摩尔人)。

这种模型可以用来考察经济生产模式、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虽然一些

系统中的流动是由经济原理决定的,其他的一些则是生物的物理性质。模型

试图捕捉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路径。

当我们在第9章~第19章探讨资源与环境领域时,可以回顾第3~第6
章讨论的经济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生态经济学的一般原则规定。此外,在考虑

特定主题领域之前,我们试验一些生态经济学家运用的新的分析技术。一个

重要的问题是,在测量经济产出或GDP时添加一个环境维度的测量,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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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衡量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的变量取代GDP。我们

将在第8章讨论这个话题。

Braba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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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AdaptedfromBraatandSteetskamp,1991,p.283.
图7.2 荷兰布拉班特的经济和生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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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生态经济学采取与基于市场的标准环境经济分析不同的方法。它强调了

人类经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而且特别强调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虽然大

部分标准经济学关心的是人造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维护

支持生命的系统和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包括所有的自然资源,即
海洋、大气、植物和生态系统。这些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管理,以
防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功能退化。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系统不能没有限制,但是必须使经济活动达到可持续

发展的水平,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受过度的压力。重要的证据表明,当前的经济

活动超过这些限制或造成严重的压力。这方面的一个衡量指标是供人类使用

光合作用的能源的比例,现在大约有40%的陆地光合作用。人类需求将进一

步大幅增长,因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系统将没有任何空间。

虽然在管理自然资本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很重要,但是却很难定

义。狭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依赖于用人造替代品取代自然生态系统功能

的可能性。广义上的定义假设人类取代自然系统功能的能力有限并且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保持其大部分自然系统不会显著减少或退化。

长期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贴现未来的问题和为后代提供资源的责任。经

济激励机制和产权系统影响资源使用方面的决定,以及资源管理和公共政策

方面的决定。预防原则适用于复杂的生态系统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的情况。

为了后代的资源保护,除了需要经济计算更需要社会判断。

对能源经济系统的特别关注强调熵的原理:可用的能源是有限的,它适用

于所有物理过程,包括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强调了要特别重视太阳能

和有限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一般来说,熵分析显示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支

付超过这些限制的生态代价。

生态学和标准经济学的原则都与资源管理问题相关。有时,这些原则相

冲突,但重要的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将生态原则和经济原则同时应用到特定的

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经济产出的测量、人类福祉、生态系统的健康的问题上。

问题讨论

1.“自然资本”在哪些方面类似于人造资本? 二者在哪些方面不同呢?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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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报率”是指资本投资形成的收入流,那么,存在自然资本的回报率吗? 自然

资本投资的例子有哪些? 谁有动力进行这样的投资? 如果这样的投资没有成

功,谁来承受损失? 或者,由于资源枯竭或环境恶化存在收回投资怎么办?

2.最佳规模经济的概念有用吗? 如果有用,你会如何决定? 你认为美国、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已达到最优规模,还是已经超过最优规模? 拉丁美洲的经

济怎么样? 亚洲呢? 非洲呢? 如何把全球经济最优规模的概念与处在不同发

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相联系?

3.区分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概念,并举出一些实例,除了在文中列

出的那些。这两个概念用在哪里最合适呢? 哪些经济政策措施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相关?

注释

1.Norgaard,1989.
2.Fora more detailed accountofthe developmentofecological

economicsanditsrelationtoeconomictheory,seeCostanzaetal.,2012;

Krishnanetal.,1995;Martinez-AlierandRøpke,2008.
3.SeeRicardo,1951(originalpublication1817).
4.SeeDaly,1996;Goodlandetal.,1992.
5.SeeDaly,2007.
6.See,forexample,Goodlandetal.,1992,chaps.1and2;Meadowset

al.,2002;Randers,2012.
7.Foradetailedassessmentofenvironmentallimits,seeMillennium

EcosystemAssessment,2005.
8.Vitouseketal.,1986.
9.SeeDalyandFarley,2011,chap.7.
10.Fordiscussionoftheimplicationsofanecologicaleconomicsperspec-

tiveforgrowththeory,seeDaly,1996;HarrisandGoodwin,2003.
11.Adiscussionoftheprinciplesofstrongandweaksustainabilityisin

Daly,2007;Martinez-AlierandRøpke,2008,partVIA;Neumayer,2003.
12.NorgaardandHowarth,1991;seealsoPadilla,2002;Page,1997.
13.Applicationof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sdiscussedinTicknerand

Geiser,2004.
14.Georgescu-Roege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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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方式是否没有考虑环境因素?
● 如何调整传统方式以使它能更好地反映自然资本和环境质量?
● 什么是潜在的绿色衡量国家福利的替代方式?

8.1 绿化国民收入核算

重视自然资本①(naturalcapital)和环境质量影响我们对国民收入和福利

的评价方式。我们是否能说一个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必然比一个人均收入

比较低的国家更好? 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取决于除收入水平之外的很多因

素,包括健康、教育水平、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但更重要的是从环境的视

角来分析,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是自然资本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函数。

作为标准的衡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②(grossnationalproduct,GNP)和

国内生产总值③(grossdomesticproduct,GDP)通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

济活动和发展进步水平,而且GDP是最为常用的衡量指标(参见附录8.1对

国民收入核算的介绍)。a 宏观经济分析和国际的对比基于这些衡量指标,并

且这些指标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

许多分析师指出,这些衡量指标会给经济和人类发展一个很大的误导性

的印象。公平地说,GDP并不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精确指标,但

①
②
③

a GNP和GDP的不同在于是否将本国人的国外收入包括在内。GNP包括一个国家的公民和企业的
收入,而不管他们坐落在哪里。GDP是指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收入,包括外国公民和企业的收入。在比较国际
的数据时,GDP是更加常用的指标。

自然资本:可用的土地和资源禀赋,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渔业、矿产和生态维持系统。
国民生产总值(GNP):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市场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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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往往不成比例地重视GDP和并把最大化GDP作为公共

政策的主要目标。最大化 GDP与其他目标促使社会平等或保护环境等相

冲突。
虽然GDP准确地反映了生产销售商品和服务,但它却不是一个可以衡量

社会福利的更广泛的指标。对诸如GDP这类标准核算指标的常见批评包括:
● 并未考虑志愿工作。标准的衡量指标并未计算志愿工作的好处,虽然

这类工作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与支付工作一样多。
● 并未包括家庭生产。虽然标准的衡量指标包括诸如家政和园艺等家

庭活动的有偿劳动,而当这些劳动无偿时,却并未包括在内。
● 并未考虑休闲时间的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

的总工作时间增加,那么其GDP会上升。b 但是却并未将闲暇时间的损失考

虑在内。
● 考虑了防御支出④(defensiveexpenditures)。警察保护是其中的一个

例子。如果增加警力支出以阻止犯罪率的提高,增加的支出也会使GDP增

加,但没有考虑到更高的犯罪率的负面影响。
● 并未考虑收入水平的分配。两个人均收入水平一样的国家在收入分

配上可能有非常大的不同,结果是整体福利水平有很大不同。
● 并未考虑对福利的非经济贡献。GDP并未考虑一个国家公民的健康

情况、教育水平、政治参与或显著影响福利水平的其他社会和政治因素。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必须指出标准核算指标另外的缺陷———它们并未考

虑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砍伐森林、消耗其土壤的肥力

并污染其水供给,现实意义上这无疑使得该国变得贫瘠。但是国民收入核算

只是考虑木材、农产品和工业产出对GDP做出的积极贡献。这可能使得政策

制定者在一个不切实际的玫瑰色光环下看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少等到环境

的破坏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而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
可以这么说,如果在衡量社会福利时选错了指标,我们因此得到的政策方

针实际上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更糟而不是更好。只有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真正代

表经济发展,如果它伴随着不平等增长和环境恶化,那么甚至可能会降低社会

福利水平。定义更合适的指标引发了一些建议,调整或更换传统的会计核算

方法,使之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几个替代指标的评估

和应用。
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致力于发展“绿色”核算指标。将环境考虑列入国

④
b Ceterisparibus是拉丁语,意指“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学家用于明确作为分析基础的假设。

防御支出(方法):基于支出家庭采取的为避免或减轻他们与污染物接触的污染的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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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核算的兴趣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诸如森

林、水和土地这类自然资源进行物理核算。1993年,联合国出版了一本关于

全面环境核算的手册,这本手册在2003年得到修订并在2012年得到进一步

的系统化,《环境和经济核算系统(2003)》⑤(SystemofEnvironmentaland
EconomicAccounts2013,通常被称为SEEA 2003)介绍了4种基本的环境

核算方法:

1.测量环境和经济两个方向之间的关系。c 此方法寻求量化各经济部门

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方式以及环境受到不同经济活动影响的方式。例如,不
同的工业部门提高生产水平,人们可能估计这种行为会使多少空气受污染。

这些账户将货币数据与在经济中流动的物质、污染和能源相结合。这种做

法的一个关键的动机是确定经济活动如何与物质投入和污染产出紧密联系

在一起。

2.测量环境的经济活动。这种方法测量的是环保支出以及为减少对环境

的损害所实施的诸如税收和补贴这类经济政策的影响。

3.环境资产核算。这种方法收集各种类型的自然资本,如森林、矿产和地

下水的数据。正如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所讨论的,这类核算方式(也称为天然

资源或卫星核算⑥(satelliteaccounts)可以以物理单位或货币形式为单位。

4.调整现有的核算指标以使之考虑自然资本的消耗。这种方法试图将对

自然环境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质量的退化货币化,同时试图确定为回应或避

免环境破坏而需要花费的防御性支出。这种方法基本上采取现有的国民核算

指标,并以货币的形式扣除环境破坏。

注意,这些方法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同时实现所有的

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家都采用其中一种或多种核算方法,但没有

一个国家完全实施了SEEA 2003的规定。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考虑后两种

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考虑建立一个全新的国民福利指标,这一指标从与之前

的指标非常不同的角度来衡量国民福利。

在我们深入研究具体指标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普遍接受的方法来应

付环境核算。虽然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各种指标,但是在替代国民经济核算上

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本章最后,我们将讨论环境核算的未来。

⑤

⑥

c 这一方法被称为“物理流核算”或“混合核算”。
《环境和经济核算系统(2003)》:是由联合国开发的,为将自然资本和环境质量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提供标准的指南。
卫星核算:用物理单位而非货币形式来估计自然资本的供给;用于补充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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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

也许解决绿色核算⑦(greenaccounting)的最根本的方法是从传统核算方

法开始,并对其做出调整以反映环境问题(之前在SEEA 2003中描述的第4
种方法)。在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中,人们普遍认识到,每年的经济活动中有

一部分被诸如建筑物和机器的固定资本及生产资本的折旧所抵消。d 换句话

说,虽然经济活动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商品和服务,但是每年这些用于生产的资

产的价值会下降,而这种损失需要考虑在内。标准国民核算方法中有对国民

生产净值⑧(netdomesticproduct,NDP)的估计,它是由GDP减去现有固定

资本的年折旧进行估计的:

NDP=GDP-Dm

其中,Dm 是指固定资本的折旧。2011年,虽然美国的GDP是15.1兆美

元,但是这一年的固定资本的折旧为1.9兆美元,e 因此,2011年美国的NDP
大约为13.2兆美元。

以这样的逻辑更进一步考虑,我们认识到:由于资源开采和环境恶化,每
年自然资本的价值也会发生折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自
然资本的价值可能也会增加。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自然资本的净年度变化简

单地从NDP中添加或减去,从而得到所谓的环境调整的NDP⑨(environmen-
tallyadjustednetdomesticproduct,EDP)。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EDP为:

EDP=GDP-Dm-Dn

其中,Dn 是指自然资本的折旧。这一核算方式需要用货币形式而非诸

如生物量或栖息地面积等物理单位来估计自然资本折旧(naturalcapitalde-

preciation)。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用在第6章中讨论的方法来估计这些

值,但显然用货币形式来估计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本的折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而可能需要很多假设条件。因此,对EDP的估计将只考虑几类自然资本的

折旧。

⑦
⑧
⑨



d 折旧仅仅是资本价值因磨损而造成的损失。就会计处理而言,它可以使用根据该直线的公式。
e 固定资本折旧的估计是从纳税记录中获得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征税折旧,因此,他

们有强烈的动机支持这一推论。
绿色核算:用于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纳入国民核算指标的一般术语。
国内生产净值(NDP):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生产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折旧值。
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EDP):将自然资本的折旧从以货币的形式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的国

民核算指标。
自然资本折旧:由于诸如木材、野生动物栖息地或矿产资源供应的减少所造成的自然资本损失,并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扣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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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个EDP估计尝试是印度尼西亚1971~1984年14年间的EDP。

在这一开创性的分析中,三类自然资本的折旧被扣除:石油、森林和土壤。这

一时期的GDP和NDP的值如图8.1中所示。f

虽然图8.1中的数据比较旧,但是这一结果所指出的几个要点与本章继

续讨论的内容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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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Repettoetal.,1989.
图8.1 印度尼西亚1971~1984年为资源损耗的调整GDP

  1.自然资本折旧所占GDP的比例显著。根据这一分析,EDP通常比国内

生产总值低约20%。换句话说,自然资本折旧抵消了20%左右的经济生产。
因此,国内生产总值是对社会福利过分乐观的评估指标,并且是国家政策的误

导指南。(见专栏8.1)

2.通过测量GDP的增长来说明社会福利的改变可能不会产生准确的结

果。在图8.1所覆盖的期间内,GDP达到7.1%的年增长率,然而EDP只有

4%的年增长率。因此,这种情况表明,只盯着国内生产总值以确定国民福利

的趋势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增长是强劲的。但是当考虑到环境恶化

问题时,可以看出经济的明显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3.需要谨慎地将自然资本货币化。在图8.1中,EDP在1974年有一个明

显的尖峰。这是否意味着自然资本的升值和环境的改善? 不一定,这个尖峰

主要是由于1973~1974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全球石油价格急剧上升所引

起的,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实际的石油储量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样,在某些年

份,虽然木材的总量下降,但由于市场价格上涨,木材资源的整体价值增加。
然而,这掩盖了木材资源的物理退化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以市场价格衡量自

然资本的价值,我们会失去关于这些资源的实际物理存量的重要信息。
在瑞典,最近一个试图测量EDP的方式所包含的自然资源的类别更为广

f 分析实际上指的是EDP的NDP,他们称之为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但是为了避免与国内净产品只
扣除固定资本这种比较常见的折旧方法混淆,我们称之为环境调整值E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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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包括土壤侵蚀、娱乐价值、金属矿石和水的质量。结果发现,1993年和

1997年瑞典EDP比 NDP降低1%~2%。注意,虽然整体调整似乎相对较

小,但该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所有潜在的环境损害,如气候变化和损失的生物多

样性。此外,当着眼于环境恶化对经济整体的影响时,并未认识到一些部门,

如农业、林业和渔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

专栏8.1 不正确的核算导致不正确的政策

如果经济学家接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常规估计,那么在自然资

源依赖型经济体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策建议有可能是错误的。输出估计

可能被夸大20%以上,而对资本形成的实际估计可能为零或负值。当

产品和输入的估算都有问题时,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也会存在问题。如果

他们忽略了自然资本的快速清算,那么资本/产出比率将是不正确的。

基于这些数据的复杂宏观经济模型将会给长期发展一个备受质疑的

结果。

国际贸易将使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趋于一致,但国际市场价格往往

由于农业补贴、政治和军事干预以及未能将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影响而被

扭曲。结果是自然资源可能以低于其全部环境成本的价格出售。

自然资本损耗对国民储蓄和投资的估算的影响特别大。世界银行对

调整后净储蓄的估计表明,许多国家的净储蓄和资本形成实际上可能是

负的,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指标。

自然资本的出口也扭曲了汇率,并给非资源出口部门(包括制造业)

带来偏见。从自然资产金融不可持续的出口到汇入盈余,高估汇率的估

计方法是不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表观将是虚幻

的,掩蔽了非资源出口部门与人为廉价的进口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为平衡国际收支账户,贸易赤字可能会被掩盖或者看起来是贸易盈余,因
为经常账户对自然资本出口收益的记录不正确。

相对于环境政策来说,绿化国民账户对经济更为重要。特别是对那

些自然资源正在迅速被侵蚀的国家来说,侵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可以算

作增值是一种误导。一旦账户绿化,宏观经济政策就需要重新审视。

另一项研究估计了印度2003年森林资源价值的变化。基于木材和柴

禾的市场价格,其结果表明虽然总体的木材存量下降了,但实际上EDP比

NDP略高。同样,这说明只看货币方面的调整而不看更详细的潜在扭曲

效应掩盖了实际的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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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调整净储蓄

除GDP方法外,传统核算方法也会估计储蓄和投资率。这些核算为一个

国家未来应该的储蓄量提供了一些见解。从总储蓄开始,包括政府、企业和个

人的储蓄,在总储蓄经过借贷和固定资本折旧调整之后得到净国内储蓄

(netdomesticsavings)。因此,净国内储蓄可正可负。例如,2010年,美国净

国内储蓄率为负,占国民收入的-1.1%。

我们可以建议一个国家如何管理它的自然资源,环境质量也提供了关于

该国是否为未来储蓄或还是当期损耗的信息。在EDP的计算过程中,我们可

以将一个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纳入国内净储蓄。世界银行已经开发出这样

的核算方法,称为调整净储蓄(adjustednetsaving,ANS)g。

与国民储蓄的标准核算方法不同,ANS的涵盖范围更广,认为自然资本和人力

资本是建立生产力的基础并因此决定了一国的福利水平。由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或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发)减少了作为一种资产价值的资源存量,这样的活动代表

了对未来生产力和福利的负投资。

ANS分析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它表明表面上发展的“成功案例”可能掩

盖了对自然资本的严重损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负调整净储蓄率。

ANS通常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计算,虽然也可以用货币单位表示。ANS
的计算总结如图8.2所示。ANS计算步骤如下:h

● 从国民储蓄开始。

● 扣除固定资本折旧以获取净国民储蓄。

● 调整教育支出。不同于标准措施,ANS认为教育支出是对未来的投资,所以对教

育的支出被纳入净国民储蓄,以反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i

● 调整能源资源损耗。从中减去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的消耗———石油、煤炭和天然

气。计算扣除的过程是在资源的总体市场价值中减去它的开采成本。调整金属和矿产损

耗。扣除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包括铜、金、铅、镍、磷和其他资源。计算扣除

的过程是从每种矿物的总市场价值中减去其开采成本。

● 调整净森林损耗。一个国家不可持续地消耗森林资源被认为是对未来的负投资。




g 调整净储蓄又称真实储蓄。
h 除文中所述步骤外,在计算ANS时,还要扣除排放的物质。
i 教育储蓄总值已包括固定资本支出,如建筑支出和公共汽车。然而,教师工资、书籍费用、其他教育

支出并不包括在内。ANS会因这类非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而增加。
国内净储蓄:一个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等于国内总储蓄减去人造资本折旧。
调整后的净储蓄:由世界银行制定的一个国民经济核算指标,旨在核算一个国家为它的将来实际储

蓄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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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可再生资源,实际上,一个国家可能会增加其森林资源。因此,森林净损耗计算方

法是:木材和薪材等具有商业用途的树种的年度开采价值加上对森林面积的净变化量的

估计。

● 调整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排放代表着一个国家对未来的负投资,因为它们从气候

变化角度对环境造成损害。一个国家的年度排放量乘以一个假定的损害量,即每吨碳20
美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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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orldBank,2012.
  注:GNI=国民收入。

图8.2 ANS计算

世界银行为世界大多数国家计算ANS率,见表8.1。对于大多数国家来

说,环境的调整量相对较小。例如,法国和美国的ANS率主要是净国民储蓄

率和教育支出。但有些国家的环境调整量较大。

刚果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资源损耗抵消了相对强

劲的净国民储蓄。基于传统的储蓄计算方法,这些国家似乎是大量投资于他

们的未来,但是考虑他们对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的提取,ANC测量表明,实际

上这些国家是在对未来负投资。智利是一个典型的可能过于依赖不可再生的

矿产财富的国家。乌干达的资源扣除量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5%。

世界银行跟踪了ANS率的变化情况。图8.3a和图8.3b显示了几个国

家加总之后的结果。图8.3显示了在高收入国家,ANS在过去几十年普遍减

小。同时,南亚的 (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ANS率在过去十年存在

j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种计算方法会低估二氧化碳的污染效应(参见 Ackerman和Stanton,2011)。我
们将在第18章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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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的趋势。这反映了这些国家较高的投资水平,但并不表明环境消耗

有所下降。在中东和北非,ANS率大幅波动,这是由于石油开采量与国内投

资的规模相比所导致的。

表8.1 2008年某些国家的ANS率

国家 国民储蓄
固定资本

折旧
教育支出 能源损耗 矿产损耗

森林净

损耗
碳损害 ANS

智利 24.23 -12.86 3.60 0.26 -14.32 0.00 0.31 0.08

中国 53.89 -10.08 1.80 -6.74 -1.70 0.00 -1.26 35.92

刚果共和国 26.68 -14.08 2.25 -71.19 0.00 0.00 -0.16-56.50

法国 18.74 -13.86 5.05 -0.03 0.00 0.00 -0.10 9.80

印度 38.17 -8.49 3.17 -4.86 -1.42 -0.78 -1.16 24.64

印度尼西亚 22.25 -10.66 1.15 -12.60 -1.38 0.00 -0.61 -1.85

俄罗斯 32.78 -12.39 3.54 -20.47 -1.00 0.00 -0.85 1.62

沙特阿拉伯 48.33 -12.46 7.19 -43.51 0.00 0.00 -0.62 -1.06

乌干达 12.63 -7.42 3.27 0.00 0.00 -5.06 -0.15 3.27

美国 12.60 -13.96 4.79 -1.93 -0.11 0.00 -0.31 1.07

  资料来源:WorldBan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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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a ANS世界银行加总:高收入国家、南亚、中东和北非

图8.3b显示了其他国家类似的变化。在东亚 (其中包括中国、泰国、印
度尼西亚和越南),ANS率特别高。这是因为储蓄和投资率很高,但这些国家

中的许多资源和环境的折旧也很高(参见专栏8.2)。拉丁美洲的ANS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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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间维持在5%和10%。最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年来

ANS利率有所下降,实际上已经变成负值,其中的许多国家资源损耗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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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ANS=调整净储蓄。

  资料来源:WorldBank,2012.
图8.3b ANS世界银行加总: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部分撒哈拉非洲区域

专栏8.2 中国环境核算

2004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SEPA)宣布将进行一项用以估计各种

环境损害类型成本的研究。2006年公布的初步结果表明,环境成本相当

于中国约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份报告遭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它

没有包括众多类别的环境破坏,如地下水污染。不久,国家环保总局副局

长朱光耀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得出,环境破坏接近中国GDP的10%———该

值接近于许多人的预期值。

2007年,在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空
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健康和非健康成本预计占中国GDP的5.8%(世界银行

和国家环保局,2007)。

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部分抵消了资源消耗和污染的增长。

中国政府认识到破坏环境的成本后,在2006年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大气污染物释放量和总森林覆盖量等变量设定了目标。中国在污染控

制和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正在迅速增长。然而,中国政府开发绿色GDP指

标的努力近年来有所下降,并且没有实现2006年设定的一些目标。

在2013年初,北京的污染水平达到创纪录的高度“……民众对空气质

量的愤怒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以至于宣传部门的官员认为,他们必须

允许官方认可的媒体处理普通市民日益增加的担忧情绪。中共“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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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中国必须重视

由于快速发展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在政府报告中包含了生态发展的必

要性,在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监管下,可能在这些问

题上给予更大的对话空间。(中国让媒体报道空气污染危机,《纽约时

报》,2013年1月14日。)

过去的政策和决定是在缺乏对环境影响和成本的具体知识的情况下

做出的。中国切合实际的研究得出的新的定量信息可以减少这种信息鸿

沟。同时……实质上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了解污染的健康和非健康后

果,特别是在水行业。(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第19
页。)

8.4 真实增长指标

ENP和ANS调整了传统的国民核算,加入了自然资本折旧和环境损失

值。但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所有这些方法都无法衡量社会福利大

小。另外一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考虑如何创建一个全新的衡量社会福

利的指标。迄今最具雄心的尝试也许是设计一个替代GDP的指标———实际

增长指标(genuineprogressindicator,GPI)。k

对GDP的批评之一是,它认为所有经济活动对福利具有正的贡献。例

如,美国政府为清理有毒废物而建立的超级基金的所有支出是对GDP的贡

献。治疗由空气或水的污染引起的疾病的医疗费用也同样增加了GDP。如

果沿海企业和居民的财产因为漏油事件而受损,涉及的法律支出以及清理成

本也导致GDP增加。按照这个逻辑,更多的污染损害和清理费用会使得一个

国家的福利增加。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GPI区分了减少自然和社会资本的经济活动和强化这些资本的经济活动。

GPI衡量了可持续的经济福利,而不仅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如果在给定年份GPI稳

定或增加,意味着所有商品和服务流所依赖的自然和社会资本的存量至少能满足下

一代的需求;如果GPI下降,则意味着经济系统在侵蚀这些存量并限制了下一代的

发展前景。


k GPI最早被称为可持续的经济福利指标(ISEW)。

实际增长指标(GPI):一个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包括商品的价值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服务(如志愿者工
作和高等教育)的货币价值,并扣除损害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失去了国家的会计计量闲暇时间、污染和通
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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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本章前面讨论的核算方法一样,用货币单位来衡量GPI。GPI的

起点是个人消费,基于消费直接贡献于现期福利的基本原理。
在美国,大约7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个人消费(其余部分是政府消费、投

资和净出口)。GPI中个人消费增添了一些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商品和服务,
其中一些未被计入GDP。计算GPI的下一步是扣除减少社会福利的因素。
其中一部分可解释为防守性支出———与清理污染、试图修复或赔偿环境或社

会损害相关的支出。在标准核算中,所有这类支出增加了GDP。
计算GPI的步骤:l

● 按照收入不平等程度对消费进行加权。对个人消费进行调整以反映

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 加入家庭劳动和教育的价值。GDP只包含带薪家务和育儿工作,如家

务清理和日托服务。GPI估计了无偿家务和教育的市场价值。
● 加上高等教育的价值。GPI的该部分反映了社会从受到优质教育的

公民中获取的外部收益———估计每位受教育个体每年贡献16000美元的正

外部性。
● 加上志愿工作的价值。GDP排除了志愿工作的价值,尽管显然社会从

这些服务获得了收益。志愿者工作时间的价值用市场工资率估计。
● 添加耐用消费品的服务价值。这一类是为了加入消费者受益于长期

商品如汽车、家电和家具的年度收益。
● 增加高速公路和街道的服务价值。GPI排除了大部分政府开支,比如

军事开支,因为这些开支是为了应对各种影响生活水平的风险,而不是增加消

费者的福利。然而,假定使用公共高速公路和街道的能力为消费者带来直接

的福利。
● 减去犯罪的成本。因为犯罪减少了社会福利,GPI将犯罪作为成本减

除,不像GDP将这些成本看作增加项。犯罪的成本包括监狱和防御的成本,
如购买锁和警报。

● 减去休闲时间的损失。GDP可能因为人们工作时间更长而增加。然

而,休闲时间的损失不计入GDP。基于对总工作时间的估计,GPI计算了自

1969年起休闲时间的减少量。
● 减去不充分就业的成本。未充分就业的人包括那些失去信心和放弃

寻找工作的、正在兼职工作而更喜欢全职工作的和因为需要照顾孩子等情况

导致的那些愿意工作而无法工作的人。
● 减去耐用消费品的成本。正如上面所讨论的,GPI包括耐用消费品的

l 这些步骤描述了美国GPI的计算方式。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各州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和数据来估计

G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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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服务价值。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减去耐用品的年度支出。
● 减去通勤成本和汽车事故的成本。GDP将通勤成本视作增加项,而

GPI将通勤成本和失去的时间视作扣除项,汽车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也一样。
● 减去家庭环境防御支出的成本。净水器和空气净化系统等产品的成

本不会增加福利,只是用来修补现有的污染。
● 减去污染的成本(空气、水和噪音)。用第6章讨论的估值方法研究。

GPI估计每种污染的经济损失。
● 减去湿地、农田和森林的价值。GPI减去自然资本损失,包括生态系

统服务的减少、休闲机会的丧失和非使用值的下降。
● 减去不可再生能源的损耗成本。GDP认为应该加入不可再生能源的

市场价值,它未能考虑到资源存量的减少是对未来的一种成本。GPI估计了

该成本。
● 减去二氧化碳和臭氧损耗。如我们在第18章讨论的,众多经济学家

试图估计与碳排放相关的损耗量。GPI加入了1吨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的边

际损失估计值。尽管由于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氯氟烃的生产在美国几

乎已经被淘汰(见第16章),但由于过去排放的臭氧,大气破坏仍在继续。
● 调整净资本投资和外国借款。假设净投资或撤资(netinvestment

anddisinvestment)(投资总额减去折旧)增加社会福利,而净折旧或国外借款

减少社会福利。

正如我们的预计,经过所有这些调整,GPI和GDP在规模和趋势上有了

很大区别。2004年美国GPI的详细结果如表8.2所示。经收入调整个人消

费的最大增加项是家务和家庭教育的价值及高等教育的收益。但增加项被各

种扣除项抵消,最大的扣除项是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因此,GPI明

显小于个人消费,这意味着调整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

对比GDP和GPI的相对趋势,我们看到,在图8.4中,从1950年到2004
年,人均GDP稳步增长。虽然GPI与GDP同步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

期,GPI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经济生产的收益被诸如休闲时间的损失、污
染、自然资本的损耗等负面因素所抵消。根据GPI,而不是GDP,可得出明显

不同的政策建议,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于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护自然资本和发

展可再生能源资源等方面。

 净投资和撤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从总投资中减去折旧来计算生产资本的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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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美国GPI(2004年)

GPI构成 价值(10亿美元)

个人消费 7589

调整后的个人消费 6318

家务价值 +2542

高等教育 +828

义工 +131

耐用品的服务价值 +744

高速路和街道的服务价值 +112

犯罪成本 -34

休闲时间的损失 -402

失业成本 -177

耐用品的成本 -1090

通勤和交通事故成本 -698

环境防御花费 -21

污染成本 -178

失去的湿地、农场和林地的价值 -368

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 -1761

碳排放和臭氧破坏 -1662

资金投资和外商贷款的调整 +135

总和 4419

  资料来源:Talberthet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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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PI=实际增长指标,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Talberthetal.,2007.
图8.4 美国人均GDP和GPI比较(1970~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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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估计值已经应用到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澳大利亚、中
国和印度。GPI也被应用到地方性层面。例如,2009年新西兰奥克兰地区的

分析表明,与美国不同,GPI增长率与该地区1990~2006年的GDP增长率相

同 (见图8.5)。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损失量的增长速度超过

GPI———前者上涨27%,后者上涨18%。但GPI中的积极贡献,特别是个人

消费的增长,足以抵消且超过环境损失值。因此,尽管环境破坏在不断增加,

GPI也可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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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PI=实际增长指数,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McDonaldetal.,2009.
图8.5 新西兰奥克兰区域GPI对比GDP(1990~2006年)

图8.6显示了1960~2010年马里兰州GPI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要素。

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对GPI的贡献稳步上升,但社会净贡献仅略有增加,环境

成本则增加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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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ww.green.maryland.gov/mdgpi/mdgpioverview.asp.
图8.6 美国马里兰州GPI组成(196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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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指出了所有指标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即将所有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

简化成一项指标。该总体指标可能无法反映重要的正向和负向的趋势。因

此,往往是指分解的结果,如图8.6中的数据,以便对社会中可能发生变化和

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潜在政策有更完整的理解。就像EDP和ANS,GPI需

要将各种环境因素转化为用单一美元度量。虽然这带来了许多方法论问题,
如第6章中的讨论,我们也可以质疑完全不同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本是否可

以直接比较。其他衡量国民福利的核算方法已经开发出来,以避免使用货币

度量,但考虑的是生活质量的不同方面。最近的一个方法是,快乐星球指数,
结合了寿命数据、生态影响和自尊幸福(更多关于快乐星球指数的内容,参见

专栏8.3)。接下来看最近的另一项指标。

8.5 美好生活指数

尽管诸如GPI等指标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并已经被一些决策者使用,目
前似乎不太可能在世界各地广泛采用。人们更关注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

美国公布的指标。引用率最高的生活质量衡量指标可能是美国的人类发展指

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

专栏8.3 快乐星球指数

快乐星球指数(HPI)也许是最新奇的一种试图用环境的持续发展性

来衡量社会福利的方法。HPI由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明,其理念是社会

的目标是为其成员创造长期且幸福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自

然资源的使用和废物的产生。HPI由三部分组成:

1.平均期望寿命:用于衡量社会成员的寿命长短。

2.平均主观幸福感:用于衡量社会成员生活的幸福感。数据来源于对

社会成员的关于他们有多么满足现有生活的随机问卷调查。虽然这种方

法比较简单,但是多年的调查结果可以正确提供关于成员福利的相关

信息。

3.生态足迹:用于衡量整个社会的生态影响。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所

需的土地与资源消耗和吸收产生的废物。虽然一直受到方法论批评,但
是通过将所有的生态影响转化为单一值,可以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整

体评估。

 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基于三种因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教育和预期寿命)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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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范围为0~1,通过乘以平均寿命来获得一个

社会的“生命年快乐”。HPI的计算公式为:

HPI=快乐生活的年数/生态足迹

目前,143个国家已经计算了 HPI值。HPI值较高的是那些国民生

活很快乐或者寿命比较长,但是生态足迹相对适度的国家,包括哥斯达黎

加、多米尼克共和国、牙买加、危地马拉和越南。有趣的一点是,国家的

HPI值的排名与其国民生产总值(GDP)是无关的。美国排在114位,在
尼日利亚之前。

对于HPI的理解以及其相关指导政策目前还不清楚。例如,印度和

海地的HPI值比德国和法国高,但这意味着相对于德国和法国,印度和海

地更适合居住吗? 或者是更加生态可持续化的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其居民的幸福水平,可能更依

赖于其固有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而不是政策选择。

尽管具有局限性,HPI还是被当作GDP的补充或是替代的指数,特
别是在欧洲。一份2007年的欧洲议会的报告引用了 HPI的几个优点,

包括:
● 它考虑了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即幸福和寿命。
● 它创造性地将福利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
● 它的计算公式很容易理解。
● 各国之间的数据很好比较。

虽然HPI不能作为GDP的替代指数广泛应用,但它还是提供了目前

没有被其他国际会计指标提供的信息。

资料来源:Goossens,2007;新经济基础,2009。

HDI的计算基于福利的三个部分: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HDI报告每

年发布排名和政策建议。2011年HDI指数最高的国家,按照顺序依次为:挪
威、澳大利亚、荷兰、美国和新西兰。HDI指数与GDP高度一致,但不是完全

契合。

例如,在2011年HDI排名前30的国家中,除了1个之外,这些国家的人

均收入排名同样也处在前40位。但也有一些显著的差异。例如,巴拿马的人

均GDP与纳米比亚大致相同,越南的人均GDP与安哥拉大致相同,这是因为

巴拿马和越南的预期寿命和读写能力高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因此,在某些

情况下,HDI提供了收入之外的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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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OECD)m 发起了一个更全面的整合不同国家福利数据的行

动,称为美好生活行动。在它2011年报告中提出的“生活怎么样”描述了美好

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BLI)。该报告承认,幸福是一个复杂的多变量

的函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影响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可持续性也是。此外,在一个社会中福利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该报告认为,为
了美好生活,我们需要更好的政策:

更好的政策建立在完善的证据和一个广义的焦点之上:不仅关注人们的收入和

金融状况,同样关注他们的健康、能力及其生活和工作地方环境的质量和整体生活满

意度。不仅关注商品和服务的总量,而且关注平等和底层人民的生活。不仅关注现

在和本地的状况,也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我们

需要关注福利和进步。

劳动保障局认为,福利水平受以下11种维度的影响:

1.收入、财富和不平等:这个维度的两个主要变量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净

财富。nBLI还考虑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

2.就业和收入:组成这个维度的这三个主要变量分别是失业率、长期失业

率、每个员工的平均收入。

3.住房条件:充足的住房是重要的安全、隐私和稳定保障。

4.健康状况:BLI包括预期寿命和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

5.工作和生活的平衡:BLI度量了每周工作时间较长员工的比例(50个小

时或更多),可用于休闲和个人护理的时间和有学龄儿童的妇女的就业率。

6.教育和技能:由作为成年人(25~64岁)中的中等(高中)学历比例和基

于标准化考试的学生的认知能力来度量。

7.社会关系:这个维度由人们对一个标准化的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即询问

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否有朋友或亲戚可以依靠。

8.公民参与和治理:这个维度是基于公民投票数的数据和度量政策决策

中公民投入的综合指标。

9.环境质量:主要变量是空气污染水平,尤其是颗粒物。次环境变量包括由

环境问题引起的疾病的比例,人们对当地环境的满意度和绿色空间的可获得性。

10.个人安全:这个维度关注威胁人类安全的因素,通过谋杀和袭击率来

度量。

11.主观幸福感:这个维度衡量人们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以及负面情绪。



m 经合组织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个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包括像墨西哥这类的发展中国家。
n 除了文中所讨论的主要变量外,大多数维度还考虑辅助变量。例如,收入和财富维度还涉及家庭消

费和对物质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
美好生活指数(BLI):经合组织(OECD)采用11种幸福维度制定的用来核算国民福利的指标。



◆190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经过标准化,每个维度的结果分别为从0到10的分数。虽然BLI包括众

多要素,但它旨在产生一个总体幸福指数。然而,如何为每个部分分配权重

呢? 一个基本的方法是赋予这11种要素相同的权重。但似乎有些要素贡献

更大。BLI指数没有就权重问题给出详细建议。BLI指数的一个有趣的特点

是,有专门的网站允许用户自由为每个维度选择权重。经合组织收集用户输

入的数据,并以此更好地了解度量福利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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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OECD,2011.
图8.7 不同国家的BLI指数

BLI指数已经应用到了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也应用到了巴西和俄罗

斯,计划扩大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甚至对于经合组织成员来说,

因为缺乏持续的数据,使得一些结果必须由估计得到,同时报告是美好生活计

划的目标之一。
基于给予每个维度相同的权重,图8.7显示了如何选择国家排名。我们

看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排在前三名。美国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七,

在住房和收入方面绩效良好,但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健康方面排名较低。
相较于其他国民核算方法,比如GPI和EDP,给每个维度相同的权重降低了

收入水平的重要性。至于环境排名,瑞典和英国的污染程度最低,智利、土耳

其和希腊的污染最为严重。

BLI指标提供了审视影响福利许多因素的综合视角。收入不作为起点,
但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BLI指标可以用来设计提高福利的政策。选

择BLI变量的标准之一是政策的相关性。诸如教育、住房和环境质量等维度

可通过有效的政策得到直接提高,尽管其他维度(如主观幸福感)和政策之间

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BLI指标的重点不是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可



第8章 国民收入和环境核算
◆191  

以考虑在未来给予环境质量指标更大的权重。

BLI指标计算还表明,许多国家都需要进行数据收集。在 OECD国家,

开发一个一致的统计议程将改善结果的有效性,并为其他国家借鉴提供基准。

不丹 就 独 创 了 核 算 方 法———国 民 幸 福 指 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

GNH),该指数度量了一些与BLI相同的维度(见专栏8.4)。

专栏8.4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喜马拉雅小国不丹一样大力提倡设计替代国民

生产总值(GNP)的指标。1972年,国王旺楚克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GNH),这为最大化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发

展理论。他试图通过实现以下四个政策目标实现这一发展:公平的经济

发展、环境保护、文化韧性、良好的治理(Braun,2009)。

虽然一开始这仅仅只是一个指导思想,但近年来,不丹研究中心

(CBS)试图实施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该研究中心在国民幸福总值中囊括

以下9个领域:
● 心理健康

● 生活标准

● 良好治理

● 健康

● 教育

● 社区活力

● 文化多样性和应变力

● 时间使用

● 生态多样性和恢复力

2010年,CBS对7000个不丹家庭进行了调查,用以评估该国的

GNH。在每个领域都设置一些问题。例如,在生态领域,受访者要求回

答:有多么关注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洪水和土壤侵蚀。根据CBS
设立的阈值,确认每个家庭对这9个领域是否有足够的满意度。结果表

明,41%的不丹家庭至少在6个领域是满意的,因此被认为是快乐的。不

丹家庭最满意的领域是卫生领域,然后是生态和心理健康领域。那些生

活在城市地区的、年轻的以及受过正式的教育的家庭的满意度更高。

 国民幸福总值(GNH):来源于不丹的一个概念,其社会和政策设法改善其公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
化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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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不丹似乎不仅是为了找到GDP的替代指数,

也以民主的方式使用这些结果用以指导今后的政策。

国民幸福总值似乎能促进民主的过程,它有助于公民向不丹政府表达他们

的意见。国民幸福总值的调查和CBS调查使用的指标打开了政府和社会之间沟

通的一个通道。在不丹,GHN指标所反映的国民在各个领域的生活现状就是政

府政策制定的指导法则。

资料来源:Braun(2009),第35页。

8.6 环境资产账户

在评估国际会计方法绿色化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结果能否用来评估

社会环境可持续性。正如在第7章所讨论的,可以定义不同层次的可持续性,

将其分为“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回想一下,这些术语是指不同的定

义,并不意味着一个会比另一个好)。本章介绍的这些指标是如何反映可持续

性的呢?

任何如GDP一般货币化各种环境因素并将结果与传统货币总量结合的

指标都隐性地假定自然资本和经济生产中一定程度的可置换性。例如,当污

染损害的增加被个人消费的增加抵消时,GPI是不变的。因此,GPI以及其他

诸如EDP和ANS之类的总指数,可以考虑作为适当的指标来解决弱可持续

性(weaksustainability)而不是更强形式的可持续性。

如果更愿意实现强可持续性(strongsustainability),则需要关注自然资

本的保护。一些分析强调要进一步区别强可持续性和更强的可持续性。“强
可持续性试图维持自然资本的整体水平,但允许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之间具

有可置换性,至少是非关键资源。更强的可持续性试图维持各种类型的自然

资本的水平,只允许每个类别的自然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

到目前为止,本章讨论的指标不一定是为了提供更强的可持续性的信息。

尽管如此,其中的几个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见解。例

如,GPI的环境组成能够提供自然资本消耗信息,虽然不是自然资本的整体

水平。

另一种方法是跟踪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的水平以保持国民经济核算账





弱可持续性:只要能由增加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就认为自然资本的消耗就是合理的;假定人为资
本可以替代大多数类型的自然资本。

强可持续性:认为自然和人为资本一般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认为自然资本水平应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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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SEEA 2003提供了环境资产账户(environmentalassetaccounts)(或自

然资源账户)的维护的指导。这些账户用于定义各种自然资本类别,如木材资

源、矿产资源、农业土地和地下水。账户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聚合(aggrega-
tion)。例如,矿产资源可能包括每种矿物的一个单独的账户,基于其进一步

分解的程度或位置等。由于资源将不同单位的不同账户分开,所以矿产资源

账户可能以吨计算,森林资源账户以森林覆盖公顷为单位,地下水资源账户以

地下水面积为单位,等等。

以物理单位度量环境资产账户的两个主要优势:

1.提供了一国自然资本水平和对时间变化趋势的详细情况。特别关注关

键自然资本(criticalnaturalcapital)的存量水平。

2.提供了一种评估强可持续性的方法。因为自然资本的每个类别在单独

的账户分别量化,决策者可以决定各自的存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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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自然资源账户举例

环境资产账户也可以用货币单位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仅仅涉及物

理单位估计值乘以每单位市场价格。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现存500000板英

尺(board-feet)木材存量,市场价格是250万美元。涉及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

和传统经济核算方面,如GDP,用货币度量环境资产账户提供了比较上的便

利。与用物理单位度量不同,用货币度量环境资产账户可以对可持续发展进






环境资产账户(国家资源账户):以物理或货币为单位,针对具体类别跟踪自然资源水平和环境影响
水平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

聚合:环境资产账户下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相结合的程度。
关键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元素没有合适的人造替代品,如基本的供应水和可呼吸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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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体衡量,因为可以比较不同类别的收益和损失。

如图8.8所示,为简单起见,假设社会中只有两种自然资源:森林资源和

农业土地资源。第1年,该社会有500000板英尺木材和6公顷农田。在图

8.8中显示的市场价格下,第1年,社会环境资产的总价值是850万美元;第2
年,森林资源减少,但是农业用地增加,如图8.8所示。如果一直是以物理单

位度量资产(在这个例子中,即木材的板英尺数和土地的公顷数),将无法评估

这个社会是否保持了自然资本的整体水平。但图8.8表明,其自然资产的价

值实际上增加了500000美元,这表明自然资本的整体价值得到了保留。
在物理单位度量下比较不同资产,有优势也有劣势。假设第2年木材的

价格增加到每板英尺7美元。尽管木材存量减少了100000板英尺,第2年

存量的价值将为280万美元(=400000板英尺×7美元)。尽管木材的库存

减少,但其市场价值相对于第1年却增加了。如果只看货币单位,可能会错误

地认为社会的木材存量由于增加种植或保护等因素而增加。这表明,我们需

要谨慎分析价格变化对一个社会自然资产价值的影响。特别是对矿产和石油

资产,因为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大幅波动。
货币价值度量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图8.8中的估计值不考虑因收获木

材而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除了木材的损失,可能还有野生动物栖息

地、侵蚀控制、碳储存和其他服务的损失。在理想情况下,通过整合不同资产

账户来评估可持续性,应该考虑市场收益和非市场利益。但在评估非市场价

值时,如生态系统服务和无用价值,是有问题的,就像在第6章讨论的那样。
因此,任何基于货币价值评估强可持续性的尝试可能并不完整或是依赖于大

量有争议的假设。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维护环境资产账户。英国国家统计局为以下三类自然

资源提供了估计值:

● 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账户可用物理或货币单位度量。

● 森林账户———包括森林覆盖面积以及现存木材市场价值的估计值。报告中提

到森林的其他价值,包括休闲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但它并没有试图量化这些价值。

● 土地账户———包括19类栖息地,包括林地、草地、沼泽以及开阔水面和建设区

域的总面积。数据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其中一些栖息地增加,其他减少。

其他准备建立环境资产账户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和挪威。
其中,瑞典以物理单位度量的环境系统账户可能是最全面的(参见专栏8.5)。

与本章中讨论的其他指标相比,环境资产账户提供评估可持续性“强”和
“很强”的方法。

如果以物理单位度量这些指标,可以得到很强的可持续性。如果转换为

货币单位,也能得到强可持续性,但只限于在能够准确度量不同类型的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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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services)的货币价值的条件下。

专栏8.5 瑞典的环境账户

2003年,瑞典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政策的总体目标。为了促

进可持续性发展,瑞典统计局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个环境指标的大型数

据库 (见本章结束后的“网页链接”)。政府承认:

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但是]瑞典正在为改

善其环境核算、环境指标检测、绿色关键比率和大都市区分割地区的发展

指标做出努力 (可持续发展部,2006年,第69页。)

目前,环境指标的类别包括:
● 物质流统计信息

● 化学指标

● 水账户

● 浪费

● 与环境相关的补贴

● 废气排放

跟踪这些指标一段时间之后,可得出一些积极的结果以及在其他领

域需要改进的必要性。这些趋势的分析可指出政策在减少环境影响上最

有效的领域。

指标显示,尽管从国际角度看有些问题不太严重,但有背离可持续发

展的趋势。

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到2050年之前减少排放的趋势并不明显。

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非化石燃料以满足发展之需。报告指出,在排放

趋势最为明显一些领域,即船运、空运和货物运输领域,缺少相关经济措施。

资料来源:瑞典统计局,2007年,第4页。

8.7 替代指标的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看到的,为了能够涵盖环境因素或者更好地反映社

会福利———经济分析的最终目标,已有众多提议指出传统国民核算方法的缺

陷。这些指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些指导。然而,将它们完全付诸实

施还有待时日。

 环境服务:例如,营养循环、净化水质和土壤稳定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它们能够使人类受益,也能够
支持经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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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世界各地环境信息的当前状态不容乐观。环境统计数据分散于众多

组织。它们彼此不相关,更别说与其他类型的统计数据相联系。这些环境统计数据

不够完整且前后不一致。这种情况大大限制了国家和国际上关于开发与监测相关进

展以实现环境政策的目标的能力。

虽然SEEA 2003为环境核算方法提供了指导,但它没有表明对某种方

法的特别偏好;相反,它提供了选择组合,即一个给定的国家可以选择实现其

中的一些方式。但我们与设计出一个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公认的环境核算

方法还相差甚远。

认识到GDP的局限性和开发包含社会和环境因素指标的必要性,2008
年,法国总统 NicolasSarkozy创建了专门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委员

会。委员会主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Stiglitz担任,主席顾问是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AmartyaSen,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许多著

名的经济学家。该委员会的目标是:

为识别GDP作为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为更广义上的生产提供额外

的信息,为讨论如 何 以 最 合 适 的 方 式 呈 现 这 些 信 息,为 检 验 委 员 会 推 出 政 策 的 可

行性。

2009年9月,委员会发表了一篇近300页的报告。该委员会指出,促进

以GDP度量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但在增加福利方面并不成功,这是因为

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如环境恶化:

交通堵塞增加汽油消耗量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但显然生活质量没有增加。

此外,如果公民关心空气的质量,空气污染在增加,那么忽略空气污染的统计导致对

公民福利的不准确的估计;或测量渐变的倾向可能不足以反映突然变化的风险,比如

气候变化。

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重点从度量经济生产转移到度量福利。同时,因
当期福利和可持续性而异。当期福利是否持续由转移到后代的资本量(自然、

物理、人类和社会)决定。

委员会希望报告能激发研究其他替代指标的兴趣和鼓励国家投资能够度

量福利和可持续性的指标。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在英国,国家统计办

公室直接组织调查询问人们可用于衡量福利的指标。在德国,成立了一个有

关增长性和生活质量的委员会。其他试图改革国民核算的国家包括加拿大、

韩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项目用以开发关键国

民指标体系:

将会收集最高质量的定量方法和相关的数据,将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呈

现,人们可以评估是否正在取得进展、在哪里取得了进展、由谁取得并且是与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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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对委员会的建议迄今最全面的尝试也许是上面所讨论的更好生活指数。

经合组织在报告更好生活指数时指出:

委员会的工作在给予寻找度量发展和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以动力层

面上极为关键。

目前的研究专注于开发一系列与度量福利和可持续性最相关的指标。一

些环境变量很容易度量,如空气污染水平和碳排放量。但更广泛的环境影响

因素的测量,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是否每个国

家都依赖于自选的一套指标,或者一个特定的指标体系是否会被普遍接受,还
有待观察。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发一致的方法来测量不同的变量,如测量碳

排放量和监管主观数据的收集。

数据收集的改善和相关指标的国际协定给度量“绿色”国民收入账户、福
利和可持续性提供了更好的方法,而不是简单计算市场化经济生产。但测量

福利和可持续性只是通往决策并施行促进社会和环境进步政策的第一步。接

下来的章节将研究环境分析和一系列不同领域政策的含义,包括人口、农业、

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污染控制和气候变化,最后再回到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上。

总结

国民收入的标准衡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能捕获重要的环境和

社会因素。这可能导致对国民福利的错误度量以及忽略重要的环境因素。许

多方法可用于更正GDP核算或提供替代方法。

用货币单位表示的自然资本折旧的估计值度量了自然资源的损耗量,如
木材、矿产和农业土壤。从国民收入和投资的标准测量值中减去这些损失,对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结果表明了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实质性影响。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污染控制和清理上的支出以及长期污染物的累积影

响,是重要的因素。还可以估计环境服务的价值,如净水、养分循环利用、防
洪、提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对这些因素的系统计算可以度量社会进步不同

于GDP的程度。

修正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应用具有广泛的政策含义。出口收入大部分来自

于资源出口的国家可能高估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存在明显的贸易顺

差,自然资源可以低于其真实成本出售,从而导致净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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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以及环境条件影响国民收入的计算。人类发展的问题,包括教育支

出和权利分配,与环境恶化问题密切相关。尽管这些因素很重要,但没有在如

何将它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方面达成共识。另一种方法是保留自然资源账

户,将社会与环境指标和GDP独立核算。国际机构提供了此类数据更全面的

报告,以期创建更准确地评估真实福利的基础。

问题讨论

1.使用标准GDP方法讨论经济政策会发现什么问题? 随着国家发展程

度的不同,即在不同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像美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之间,这些问题又有何不同?

2.用于修正GDP核算中缺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方法主要有

哪些? 出现了什么困难和争议?

3.你认为修正后的国民收入核算相较于目前GDP的概念是一个进步吗?

或者保持GDP账户和自然资源账户分别核算更好?

4.考虑环境和资源折旧的修正方法有哪些政策含义? 修正方法的使用将

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贸易和资源定价等类的政策?

练习题

1.假设发展中国家赤道几内亚聘用你来核算EDP。为简单起见,假设为

考虑自然资本折旧和污染损害只需进行三步调整:木材资本、石油资本、二氧

化碳的损失。你得到以下数据:

经济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 400亿美元

制造资本折旧 60亿美元

木材数据

末期木材存量(board-feet) 20亿

首期木材存量(board-feet) 24亿

末期木材价格($/board-foot) 6美元

首期木材价格($/board-foot) 4美元

石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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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石油存量(桶) 5000亿

首期石油存量(桶) 5500亿

末期石油价格(桶美元) 60美元

首期石油价格(桶美元) 50美元

碳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750亿

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造成的污染 20美元

对于木材和石油,你需要计算价值的贬值或升值,因为当年资源总市值在

变化,其中,总市值是物理数量乘以资源价格。那么,赤道几内亚的EDP是多

少? 你会建议赤道几内亚使用EDP来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吗? 为什么或为

什么不? 你会向赤道几内亚的政策制定者提出其他什么样的建议?

注释

1.Forahistoryofenvironmentalaccounting,seeHecht,2007.
2.EuropeanCommissionetal.,2012;UnitedNationsetal.,2003.
3.Smith,2007.
4.Repettoetal.,1989.
5.Skånberg,2001.
6.Gundimedaetal.,2007.
7.Boltetal.,2002,p.4.
8.Talberthetal.,2007,pp.1-2.
9.McDonaldetal.,2009.
10.PosnerandCostanza,2011.
11.UnitedNations,2011.
12.OECD,2011.
13.Ibid.,p.3.
14.DietzandNeumayer,2006.
15.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2011.
16.Smith,2007,p.598.
17.Stiglitzetal.,2009.
18.Ibid.,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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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ress,2011.
20.www.stateoftheusa.org/about/mission/.
21.OECD,201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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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人口和环境

焦点问题

● 世界人口增长有多快?
● 未来人口增长的前景是什么?
●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 人口增长如何影响全球的环境?

9.1 人口增长的动态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增长缓慢。仅在过去两个世纪,全球人

口迅速增长成为现实。图9.1显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全球人口增长

史,以及第21世纪的基线预测。如图所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口在历史上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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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全球人口增长和预测(1750~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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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增长,全球人口大约为10亿人。到1950
年,总数达到了25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加速增长,在不到40年的时

间里,世界人口翻了一倍,达到50亿人(1987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已超

过60亿人,到2011年底,达到了70亿人。目前的预测显示,到2100年,人口

最终在100亿人左右。

从1960年到1975年,人口每年约以2%的速度快速增长。2%听起来可

能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以这样的增长率,人口在大约35年中将出现双倍增

长。1975年后,增长速度放缓,但更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人口每年以绝对的

数量继续增加,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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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人口年均净增长(1750~2100年)

在这段极速增长期间,许多学者敲响了有关危险指数增长①(exponential

growth)的警钟。50亿人口,每年继续以2%的速度增长,例如,在70年里世

界人口达到200亿以及一个多世纪后将达到400亿。人口如此巨大地增加,
使得寻 找 食 物、水 和 生 活 空 间 将 变 得 不 可 能;残 酷 的 马 尔 萨 斯 主 义

(Malthusian)关于饥荒和疾病的论断得到实现。a

Paul和AnneEhrlich等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再发出警告,人
类与自然世界在碰撞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失控可能抵消现代科学和经济增长

的所 有 好 处,留 下 一 个 悲 惨 的 星 球。新 马 尔 萨 斯 学 说 的 视 角②(neo-
Malthusianperspective)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提供了关于人口增长现代辩论

的一个起点。
那些发现Ehrlich的视角并且过于消极的人经常指出,人口增长率③

①
②

③

a 第2章曾指出,马尔萨斯预言19世纪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供应,饥荒和疾病将控制人口增加。
指数增长:一个价值增加的比例在每个时间段都相同,如人口每年增加相同的比例。
新马尔萨斯学说的视角:马尔萨斯现代版本的说法,人类人口增长会导致灾难性的生态后果和人类

的死亡率的增加。
人口增长率: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口年变化,表示为一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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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growthrate)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截至2011年,全
球人口增长率已降至1.1%,且仍在继续下降。这是否意味着人口将很快稳

定,并且快速增长的担忧仅仅是危言耸听? 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年总人口增长率④(grossannualpopulationincrease)下降,但总人

口数比以前大大增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人口到2011年增长7700万

人。b 每年地球人类居民增加的总额超过德国的全部人口。当增长率(用百分

比表示)达到最高时(见表9.1、图9.2和图9.3),比起1960年,每年会增加更

多的人口。相当于每周出现一个新的纽约,每九个月出现一个新的法国,大约

14年后出现一个新的印度———这并不是自满的理由。

表9.1 全球人口增长率和平均年增长

20世纪

5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

90年代
21世纪

人口增长率(%) 1.80 2.00 1.90 1.80 1.40 1.20

平均年增长(百万) 50.6 65.7 75.6 85.3 81.6 76.5

  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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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口剧减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大饥荒。

  资料来源: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CensusBureau,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

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图9.3 1950~2010年世界人口增长(预测至2050年)

④
b 据人口资料局估计,每年净人口的增加水平略高于2011年的8300万人(人口资料局,2011)。

年总人口增长:特定区域一年内人口总的增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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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预估中值表明,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80亿,2043年达到90亿并

且在21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达到100亿。全球人口统计图远远没有稳定,这一

现实将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构成更多的环境问题。

关注人口增长的第二个原因与区域模式有关。准确地说,人口增长最快

的区域是在最贫穷和最窘迫的国家。超过90%的预计人口增长会在目前的

发展中国家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见表9.2),尤其是在非洲,已经难以

给当前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基本商品。

表9.2 人口预测

区域
2010年人口

(百万)

2050年预测人口(百万)

低出生率 中值出生率 高出生率

非洲 1022 1932 2192 2470

亚洲 4164 4458 5142 5898

拉丁美洲 590 646 751 869

欧洲 738 632 719 814

北美洲 345 396 447 501

大洋洲 37 49 55 62

较发达的区域 1236 1158 1312 1478

较不发达的区域 5660 6955 7994 9136

全世界 6896 8112 9306 10614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0.

目前,发达国家通过人均资源的需求以及新一代产生的污染最大限度地

影响着环境。如果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提高人口的生活标准,如中国和其他东

亚国家所做的,它们对食物和资源的人均要求以及产生的污染也会增加。人

口和经济增长综合的影响将大大增加环境压力。

9.2 预测未来人口增长

我们如何预测未来人口增长? 图9.1所示的人口预测是一个基线预测中

值。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还是更低呢? 如表9.2和图9.4所示,假设出生率显

著影响预测的变化。这三种情况包含了全球人口在2050年的各种可能性数

值,从81亿人到106亿人。在这个范围内,主要影响预测可信度的因素是人

口惯性⑤(populationmomentum)。

⑤ 人口惯性:人口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使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只要年轻的年龄组在总人口中占
有一个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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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口增长势头,让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国家Equatoria,也是一个经

历了几代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一代定义为25年以及

把Equatoria的人口划分为三个类别:25岁以下、25~50岁和50岁以上。

Equatoria的人口年龄结构取决于前几代人的出生率。现在,假设每一代的人

口是之 前 一 代 的 两 倍。这 将 创 建 一 个 人 口 年 龄 结 构⑥(populationage

profile),形状像一个金字塔(见图9.5)。有了这个年龄结构,每25年总人口

将翻倍,因为每个新一代的人口是其父母一代人口的两倍。整个国家的人口

增长率平均每年约为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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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未来人口增长较大地依赖于未来出生率的路径。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0.
  联合国使用了3种情景演示未来出生率的变化:

  ·中值变量:假设世界平均出生率2005~2010年的每位妇女生2.52个孩子降低到2045~2050
年的每位妇女生2.17个孩子。

  ·高变量:假设2045~2050年每位妇女生2.64个孩子,在此情景下,世界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

106亿人,在2100年将达到158亿人。

  ·低变量:假设2045~2050年每位妇女生1.71个孩子,在此情景下世界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81
亿,在2100年将达到62亿人。

图9.4 截至2100年的人口预测

⑥

c 根据“70原则”,若人口增长率为x%,那么人口倍增时间大约是70/x,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70/
x,x=70/25或3%左右。

人口年龄结构:对一个国家一个时间点给定的年龄组人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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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Equatoria”人口预测年龄结构

  目前,人口增长率接近3%,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虽高但并不是前所

未有的速度,比如利比里亚、尼日尔、冈比亚和马里。

现在考虑Equatoria未来的人口,如果这个增长速度持续下去,每25年

人口翻一番,将会出现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情况。如果在2000年人口是700万

人,如图所示,到2025年将达到1400万人,到2050年达到2800万人,2075
年将达到5600万人。没有哪个国家能长期承受人口如此增长所带来的环境

和社会压力。但是,当然,增长率可能会下降。

要实现这一目标,平均生育率⑦(fertilityrate)必须下降。生育率是指妇

女在她的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如此高的增长率下,Equatoria的生

育率是每名妇女大约生育5个孩子。同样,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寻常的。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11年的平均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多于5个孩子:尼
日利亚是5.7个,马里是6.4个,尼日尔是7.0个。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发现

高水平的生育率在危地马拉(每个妇女生育3.6个孩子、阿富汗(4.7)和伊拉

克(6.3)等国家。

稳定人 口 的 生 育 率 需 要 实 现 更 替 生 育 水 平⑧(replacementfertility

⑦
⑧

生育率:社会中每个妇女孕育婴儿的平均数。
更替生育率水平:使得社会人口水平稳定的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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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精确的数量取决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速

度)。在每个新一代更替生育水平上,每个新一代与上一代一样。降低生育率

通常需要多年的努力,比如Equatoria。假设Equatoria达到这一目标,这是否

意味着人口增长问题结束了呢? 绝对不是!

想象一个极其有效的人口政策,立即降低生育更替水平。Equatoria未来

的人口如图9.5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示。每个新一代将是上一代的规模。

然而,目前一代25岁以下的人口是Equatoria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即使在

等值交换水平生育率,两代人的人口将继续增长。

下一代的儿童将是50代人口的4倍多,即另外25年的出生率将数倍高

于死亡率。对于之后的25年,出生率仍然是死亡率的一倍。人口增长速度,

即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异,将继续为正。只有当现在0~25岁的人寿命

结束并使自己的孙子一代的人口不再多于他们才会停止继续增长。因此,在
接下来的50年里,Equatoria的人口将继续增长直到其稳定下来,总数达到

1200万人,在其稳定之前人口比目前的水平高出71%。

这是人口动量的含义。当一个国家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那么未

来几代人将持续增长,短暂的大规模的马尔萨斯灾难极大地提高了死亡率。

对Equatoria来说,更现实的可能是生育率需要大约一代人才能达到更替水

平,而不是在我们假设的情况下瞬间坠落。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将继续增长

75年,最终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超过2000年的水平并增加一倍。

Equatoria的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例子(见专栏9.1)。如图9.6所

示,其所描述的简化的人口金字塔非常接近于现实中非洲大部分地区[用图

9.5、框架3来想象未来非洲的所有人口年龄组或人口队列⑨(populationco-
hort)至少与现在的幼儿种群一样。]还记得,表9.2中的投影显示到2050年

非洲人口翻倍,与我们所描述的简单的例子是一致的。

人口增长势头遍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对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预测的可信

度较高。人口态势的必然逻辑保证了21世纪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图9.5
的第二帧所显示的欧洲的稳定年龄结构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律。这就是为什

么即使是最低的全球人口预测水平也是到2050年约为81亿人(见表9.2)。

人口惯性使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但对2050年及以后的“低”和“高”

的预测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异(见表9.2和图9.7)。在这些不同的预测中,关
键变量是未来生育率的下降。如果生育率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迅速下降,全球

人口年龄金字塔可能在未来35年内达到更稳定的格局(将图9.7中2030年

世界低生育率情况与图9.6中西欧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对比)。但缓慢的下降

⑨ 人口队列:在一个国家某一特定时期内出生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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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世界在2030年同时具有较高的人口规模和强烈的增长势头(见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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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2011,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

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图9.6 撒哈拉非洲部分区域和西欧人口年龄结构(1990年)

专栏9.1 人口迅速增长使尼日利亚倍感压力

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尼日利亚排在第6位,有1.67亿人。按照

目前的增长速率,在25年内尼日利亚的3亿人口———相当于目前美国的

人口———生活在像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大小的土地

上。尼日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类似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对政

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已经开始扭转鼓励大家庭生育的政策。
2011年,尼日利亚实施避孕药免费措施,并表示正式推广小家庭的优点。
来自奥巴费米·洛沃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PeterOgunjuyigbe说:“人口是

关键,如果你不考虑人口,学校将无法应对,也没有足够的住房———也没

有办法发展经济。”
资料来源:E.Rosenthal,“NigeriaTestedbyRapidRiseinPopula-

tion”,NewYorkTimes,April1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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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男性人口在左边,女性人口在右边。在低变量中,2030年年龄组0~4和5~9比1990年的

比较组少。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0。

图9.7 世界人口的可能趋势

艾滋病的影响

世界人口会预测疾病所带来的影响,如疟疾,每年杀死数百万人。但最近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已经改变了疾病的死亡率。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报

告,全球超过3200万人在过去的30年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个庞大的

数字使艾滋病毒/艾滋病成为所有时代中最致命的流行病,堪比14世纪欧洲

的黑死病,死亡2000万余人。

幸运的是,预防政策和医学发现所做出的贡献比30年前首次发现艾滋病

毒/艾滋病有着显著进展。2009年,333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其中

包括250万15岁的儿童。新感染的人数在1999年为310万人,并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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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更好的预防使得受感染人数慢慢下降,2009年达到260万人。20世

纪90年代,由于显著的治疗减缓了艾滋病的新的感染者并显著改善了他们的

预期寿命。因为所需要的药物比较昂贵而且需要治疗的患者大多是在遥不可

及的非洲的穷人,所以治疗只能涉及3300万人中的500万人。2009年,在死

于艾滋病的180万人中,72%(130万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国际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努力都集中于制造新的药物并使其得到更广泛

的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效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明显,这里死于艾

滋病或相关原因的人在2009年比2004年估计少32万人(或20%)。仅在

2009年,有120万人第一次接受艾滋病抗逆转病毒疗法———1年增加了30%
接受治疗的人。在亚洲,估计有490万人是在2009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一

数目与5年前差不多。大多数国家的艾滋病流行似乎已经稳定下来。

艾滋病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影响是什么? 疫情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来自两方

面:一方面是艾滋病所直接带来的死亡率;另一方面是由于疾病或潜在的父母

早亡所间接造成的出生人数的减少。2007年,联合国对受艾滋病影响最显著

的62个国家进行预测。2015年,遭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的国家的人口

比未遭受此病影响的国家的人口减少2%。在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南非,2015
年人口减少14%。但是,非洲南部的人口总数仍在增长:截至2025年,人口

增幅预计是9%;截至2050年,人口增幅是7%。

艾滋病产生了大规模全球性的公众威胁和人道主义灾难,但是不会扭转

人口增长的趋势。在非洲南部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由于艾滋病使得那里的死

亡率增加,但仍低于高生育率驱动下的出生率。但是,艾滋病的流行将极大地

增加国家的公共健康负担,这些国家已经苦苦挣扎于大量儿童的生活需求。

许多儿童将成为孤儿,这对家庭、社会和医疗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9.3 人口转变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际组织越来越关注快速的人口增长,

1994年第三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次会议制定

了截至2015年世界人口数量将稳定在72.7亿人的宏伟目标———比1994年

的人口大约增长了30%。

这个目标显然不会达成了。在2012年下半年,全球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70亿人,而且很快就会超过这个数量。联合国预测截至2025年,全球人口将

达到80亿人,比2012年净增加10亿人。截至2045年,人口将达到90亿人;

截至2100年,将达到100亿人。显然,为增加的20亿~30亿人口提供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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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问题。人口的增长和生育,在未来20年间将深刻影响包括

粮食生产、资源使用和污染在内的所有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讨论这些

问题。那么,关于人口政策,环境或生态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许多关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在西欧的经验之上。西欧的情况被

认为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到低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的最

后阶段。图9.8显示了人口转变的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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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人口转变

在最初阶段,对应于工业化前期的欧洲,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大家庭

很普遍,但是医疗条件很差,许多孩子夭折。平均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孩子幸

存。于是,人口世代保持稳定。这种社会状况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自然状况,自

然界中鸟类和动物通常会生育大量的后代,以抵消高捕食和高疾病的发生率。

这是一个虽然残酷但是稳定的生态系统。

在第二阶段,工业化发生了,正如19世纪的欧洲。由于生活水平、公共健

康和医疗保护水平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然而,由于家庭仍然认为大量孩子

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在田间工作还是在工厂工作(那时童工依然是合法的和普

遍的),或是作为一种养老的保证(那时社会保障机构还不存在)。由于净人口

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见图9.8中两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这样的

结果将导致人口高速增长。

人口增长影响

对整个国家来说,人口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资源充足,国家的领导

 人口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死亡率和出生率依次下降的趋势,人口增长率首先上升最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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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会很欢迎它。大量的劳动力将推动经济的发展,使利用未开发的资源和

新技术成为可能。然而,这一时期的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包含一些自

我的限制因素。

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需要伴随社会状况的提高。这种提高不是自动的,

往往需要艰苦奋斗和经济改革。最终,这个国家可能会取得经济发达国家的

一些社会特性,包括童工的法律、失业补偿、社会保障制度、私人养老金计划和

更多的教育机会。

在这种变化的氛围中,人们对家庭规模的态度改变了。小家庭看来更可

取———大家庭不是福利而是一种经济负担。同时,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出于

所有这些原因,生育率开始下降———通常相当迅速。这个国家进入第三阶段,

即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人口净增长率。

图9.8显示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距离)。当然,人口总

数在第三阶段更多,所以低增长率仍然意味着每年更高的人口净增加。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变成原来的两倍或三倍。但是,如果出

生率继续下降,最终这个国家将达到第四和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低出

生率和低死亡率,人口总数趋向稳定。

回顾欧洲史,这个过程表现得相对温和。尽管在早期很残酷,但总体看

来,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齐头并进,人口增长最终自我限制。马尔

萨斯的预测未能得以实现;相反,较多的人口导致更好的生活条件。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三个阶段,相应的生育率(每
个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下降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事实上,更好的

经济条件与低生育率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容易观察到,无论是从长期趋势还是

利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图9.9显示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这种模式,生育率(y
轴)普遍随着人均GDP(x 轴)的增长而下降。

人口转变理论如何适用于目前的全球人口趋势? 当然,人口转变理论的

前两个阶段只适用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死亡率比出生率更快地下降,生
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在1950~197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在那之后,证据表明,

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总体增长率下降的第三阶段。然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

情况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洲:

●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比发达国家更多,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每10

年,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数相当于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人口的总数。

● 欧美国家在扩张的时候,利用了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然而,现在发达国家不

成比例地消耗着全球吸收废物的能力(包括温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比例都是最高)。发展中国家显然没有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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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GDP=国民生产总值,PPP=购买力评价。通过国内消费的商品和

服务,PPP调整了GDP。

  资 料 来 源:世 界 银 行,世 界 发 展 指 数,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图9.9 生育率vs.人均GDP(2009年)

● 发展中国家生育下降的速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生育下降的因素,

如女性受教育、医疗保健和避孕措施等。这些因素在一些国家可以获得但在另一

些国家没有,而人口稳定的预测依赖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但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

发生。

● 像欧洲一样,伴随着人口增长的经济快速增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

但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特别是在非洲,高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伴随着停

滞或下降的人均产出和粮食生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社会福利还没有覆盖

到穷人,这将导致增长的不平等性并且相当数量的人们仍旧生活在极其贫穷的条

件下。在拉丁美洲和南亚许多国家的“双经济”下,现代城市发展与大城市周边乡

村的极度贫穷同时存在。许多人还没有达到改善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已经引发

了低生育率。

这些情况表明,“回顾”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历史不足以洞察未来40年或

50年的人口问题。社会、经济以及环境因素都影响着人口。人口增长的影响

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美国也正面临着自然增长和移民增加基础上的持续

的人口增长(见专栏9.2)。我们不能简单地等待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自动发

生。相反,我们必须用最好的分析和政策去应对21世纪的经济和环境参数转

变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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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2 美国人口持续增长

当我们考虑人口问题时,我们总是关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

但是在美国,人口数量也是极度不稳定的。虽然欧洲已完成向稳定人口

水平的转变,但是在美国,由于自然增长和移民的增加使美国人口持续增

长。美国的生育率虽然已在更替水平上,但是由于1950年以来出生的大

量人口仍然处在生殖年龄,人口增长依旧保持持续动力。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口的增长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一个10
年都要多,甚至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时期。在这段时期,人口

从2.487亿增长到2.814亿。2000~2010年10年间,人口增长了3000
万,在2013年达到3.15亿人。

预计美国人口在未来30年依旧会保持增长。据预测,美国人口在

2025年将达到3.5亿,比2000年的人口增长了680万,或者说24%。预

测2050年人口将超过4亿。尽管这些数据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它们表

明:伴随着移民,人口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

由于美国居民拥有这个星球上最高的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率,这些

额外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将比在低收入国家要大得多。因此,尽管预计美

国人口增长仅为3%,但是它和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全球环境问题有

着相同的重要意义。

美国增长的人口也将给国内资源和土地带来压力。城市和郊区杂乱

排列、水供应的透支、空气和汽车交通拥挤都会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在考

虑这些环境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人口的潜在重要性。对美国来说,人
口政策的重要性显然不亚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9.4 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

经济理论所说的人口是什么? 一个典型的经济模型———柯布—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显示,经济产出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参数的函数:

Qt=AtKα
tLβ

t

其中,Q 是总产出,K 是资本存量,L 为劳动力,α和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

力的相关参数;A 反映技术的一个给定状态,t表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α 和

β的值被假定为0和1之间的值;如果α+β=1,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con-

 规模报酬不变:一个或多个投入呈比例增加导致产量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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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treturnstoscale)。这意味着,如果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一倍,产量也将

增加一倍。

假设我们只是增加其中一个因素———劳动,那么产量也将增加,但是增加

量小于劳动投入。如果劳动力大约只是总人口的一部分,那么人均产出

(percapitaloutput)会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增加,收益递减规律

(lawofdiminishingreturns)开始发挥作用———额外增加1单位的劳动力的

产出会变小。因此,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中,人口增长仅会使生活水平下

降。这是资本变少(capitalshallowing)的结果,即意味着每个工人所控制的

工作资本变少,进而生产率降低。

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简单的逻辑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影响。他

们会指向资本存量变量K,并指出若K 增长的速度至少等于L 增长的速度,

人均产量将保持不变或上升。此外,他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

(technologicalprogress),A 会增加,导致更大的人均产出或资本投入。在此

理论框架下,只要资本形成(capitalformation)和技术进步是充足的,人口和

劳动力的增长就会伴随着生活水平而提高。

自然资源限制(naturalresourcelimitations)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

通过修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考量自然资本(naturalcapital)。自然

资源,如农业生产用的耕地和水资源、矿物和化石燃料是所有经济活动的主要

投入品。如果用N 和γ 分别表示自然资本和生产力的指数,我们得到一个修

正公式:

Qt=AtKα
tLβ

tNγ

在这个公式中,对自然资本的限制可能会导致收益递减,即使劳动力和资

本增加。例如,当α=β=γ=1/3时,劳动力和资本增加一倍,而自然资源保

持不变,那么产量增加了0.59倍,这导致人均产出的下降。这种下降仍然可

能由于快速的技术进步而得以避免,但是自然资源的限制对于产出的扩大而

产生阻力。

一些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人口增长实际上可以推动技术进步。

EasterBoserup辩称,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人们采取更有效的农业技术。至

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可能会占上风,增加的










人均产出:一个社会总产出与人口的比值。
收益递减法则:在生产中随着投入的持续增加而导致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
资本变少:人均资本的降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技术进步:为研发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所增加的知识。
资本形成:一个国家为资本存量新增的资本。
自然资源的限制:有限的自然资源对生产所带来的限制。
自然资本:可用的土地和资源禀赋,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渔业、矿产和生态维持系统。
规模经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单位投入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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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可能促使人们开发更高效、规模更大的行业。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口增长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的影响取决于

它发生的背景。如果经济机构够强、市场运作良好并且环境外部性(exter-

nalities)不是很大,那么人口增长就能伴随着较高的生活水平。

人口增长阻碍还是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些分析人士提出了一个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口的增长既是人类技术水

平成功推进的一个证明,也是进一步取得进步的因素。这个观点最有力的支

持者JulianSimon建议我们应该鼓励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因为人类的聪明才

智总是会克服资源限制和环境问题。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拒绝

了这一不合理的乐观看法。虽然承认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分析认

为人口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经济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包括:
● 增加了抚养比率。没有工作的人口数(主要是儿童和老人)与人口总

数的比是一个国家的抚养比率。我们已经看到,在增加的人口中,儿童的比例

很高。家庭必须花费更多的钱抚养子女,从而导致储蓄减少、国民储蓄率降

低。对医疗和教育支出的高花销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这些影响放缓了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随着人口数量的稳定,由于老年人比例的增加

使得抚养比率增加,进而引起其他一系列经济问题(见专栏9.3)。

专栏9.3 生育率下降:存在生育死亡吗?

在人口预测中,生育,最不稳定的变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衰退,在许

多国家已比预期以更快的速率下降。这是否意味着“人口问题”已经走向

反面? 一些分析师认为就是如此。PhilipLongman说“有些人认为人口

过剩是全球面对的最危险的事。事实上,反过来才是真的。随着国家变

得富裕,它们的人口年龄和出生率垂直下落。但是,这不仅仅是富裕国家

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正在更快速地老龄化。降低出生率似乎是有益的,但
是经济和社会成本太高以至于不能支付”(Longman,2004)。Longman指

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像欧洲和日本这类地区,生育率大大低于更

替水平。这些国家面临着用较弱的劳动力支撑老人高抚养比的情况;另
一方面是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少数国家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更替生育率

水平。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很可能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所

需抚养儿童的比例并且提高工作人员的比例以促进国家生产力。

 外部性:交易外的正的或负的能改变市场交易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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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印度的生育率较低,并伴随着妇女地位和经济福利的提高(B.
Crossette“populationestimatesfallaspoorwomenassertcontrol,”New
YorkTimes,March10,2002)。稳定的人口也减少对水源、耕地等稀缺

资源的压力。有关人口问题的一个专家小组称,“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

下降,通过减缓人口增长,使得许多环境问题更容易解决,发展更容易实

现”(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2001)。

在日本,不同版本的故事正在上演。自1950年以来,日本的出生率一

直急剧下降,并在2010年达到了每名妇女成功生育1.3个婴儿的历史低

点。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截至2050年,预计日本的人口从1.28亿人

下跌到9500万人(人口资料局,2011)。

老年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因此,到204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将

是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并且“几乎一个百岁老人对应一名新生儿”
(Eberstadt,2012)。紧缩的劳动力抚养越来越多的老人的问题也影响到

欧洲,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之内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人口稳定的问题将要面临防止全球人口无限制地增长。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最低的全球预测,截至2025年,人口将增加10亿以

上,对于生育率较高的地区(如非洲),2050年之前有可能出现人口翻番,

即使对于人口增长率放慢的拉丁美洲和亚洲,预计增加1.5亿~10亿人

口。因此,Longman试图用政策处理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似乎是不明

智的,即使它可被用于像欧洲或日本这些生育率已远低于更替水平的

国家。

● 收入不平等(incomeinequality)问题增加。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劳

动力供给过剩,这使工资率下降。高失业率及就业不足是可能的,许多贫困人

口无法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许多拉美国家及印度,农村劳动力向大

城市迁移寻找工作的情况普遍存在,这造成了城市周围环绕着庞大的贫民窟。
● 自然资源的限制(naturalresourcelimitations)。正如前面提到的,

生产函数中所包含的固定要素(fixedfactors)(如有限的土地或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供应)可能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收益递减。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学者

倾向于假设技术进步可以克服这些限制,但是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呈现

和复杂化,这种假设可能不成立。





收入不平等:在收入分配方面,部分人的收入比其他人多。
自然资源的限制:有限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给生产带来限制。
固定要素:短期生产中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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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正如第4章中讨论的,在开放获取资源

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凡是在私人或社会产权定义不清

的国家(如在非洲萨赫勒地区或巴西的亚马孙),人口压力会加速干旱化和森

林砍伐。对于外部性问题(如空气和水的污染是无法控制的),人口增长也将

加剧目前的污染问题。

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更复杂关系的观点已由NancyBirdsall提出,她
认为“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长期讨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应该

强调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在对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她指

出政策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往往看到的是低经济增长率。对“亚洲经济奇迹”中人口

的分析有力地证明,当工作的人抚养家属(儿童或老年人)相对较少时,生育率下降带

来的年龄结构的变化创造了一次性的“人口礼物”或者说是机会窗口。承认并抓住这

个机会的国家可以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实现经济产出的强劲爆发。

但这样的结果绝不能说明:只有具备健全经济政策的国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窗

口并创造奇迹般的结果。最后,几项研究证明了高生育率和贫穷之间的因果关系的

可能性。虽然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可能是反向关系(贫穷引发高生

育率并且高生育率加强贫困),研究支持低生育国家能为家庭创造一条脱离贫穷的

路径。

根据最近的这些观察,产生这样一些问题:人口增长的“积极”影响是早期

世界历史(HermanDaly所称“空的世界”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源和环境的吸

收能力相对于人的经济规模来说足够富裕)的主要特征吗? 随着全球人口上

升到80亿人以上,负面影响将成为主导吗?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广泛并以生

态为导向的角度来考虑。

9.5 人口增长的生态视角

从标准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或产出的增长不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但是生

态方法是基于承载能力的概念。这意味着在限定区域内控制人口的可操作性

的限制。这当然也适用于动物种群的性质。如果放牧的牛群超过土地的承载

能力(carryingcapacity),食物会出现短缺,许多牛会饿死,牛的数量将减少

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基于可获得的猎物,肉食动物更是受到严格限制,因为




市场失灵:某些市场未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
承载能力:依据现有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和消费水平。



第9章 人口和环境
◆223  

动物消耗植物或其他动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依赖于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太阳能的能力。可获得的太阳流(solarflux),或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

面的能量,是承载能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人类能够不受承载能力的限制吗? 当然,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扩张了承

载能力的局限性:使用人工肥料提高农业产出,化石燃料和核能为工业化提供

了比直接通过太阳能系统或间接通过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更多的能源。通过

这些手段,70亿人可以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只能维持15亿人口的星球上。

然而,这种扩张承载能力有着显著的生态成本。大量的化石燃料和矿产

的提炼所产生的废物造成了环境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废物和污染物

的累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水土流失、蓄
水层枯竭、长期毒性和核废料的堆积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增加今天地球的承

载能力将导致未来的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问题,如果更大的

人均消耗高于目前的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如何应对额外的20亿

人或更多的人的食物供应、碳排放和其他的生态问题?

生态学家已经确定在三个主要领域中,当前的经济活动有系统地破坏了

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第一,侵蚀和表土的退化,全球范围内的表土损失目前

估计为每年240亿吨,近11%的全球陆地植物中度至极度退化。第二,淡水

被过度使用和污染,几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和苏联,已经达到了临

界水平。第三,也许是最严重的,即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现在相比于过去6500
万年的任何时间都有更多的物种灭绝。

回顾数十名科学家给出的证据,Paul和AnneEhrlich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极大扩张使得 Homosapiens超过了地球长期

承载能力———可以持续许多代,在不减少必要的资源的同时,未来能够保持的

相同的人口规模”。

人口、富裕程度以及科技的影响

我们通过一个等式可以使人口、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概念化,

这个等式就是IPAT。

这个等式的形式如下:

I=P×A×T
这里:

I:生态影响 (例如,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

 太阳流:持续流向地球的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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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人口

A:以(产出/人口)测量的富裕程度

T:测量每单位产出的生态影响的技术变量

这个方程是一个恒等式(identity),被定义的数学陈述。方程的右边在

数学上可以表述如下:

人口×(产出/人口)×(生态影响/产出)
“人口”和“产出”彼此抵消,由于同时出现在分子和分母,最后只留下生态

影响———这和左边的变量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就方程本身争辩。唯一

的问题是:这个等式陈述变量的水平是什么,以及哪些因素决定了它们?

我们已经知道,根据联合国中等水平变量预计报告(见表9.2和图9.4)预
测,全球人口(P)在未来40年里将增长20亿或者说30%。我们也知道全球

人均消费水平(A)在稳定增长。如果人均消费水平每年以2%增长———大多

数经济学家认为的最低满意速率,它在50年中将增长2.7倍。通过乘以3.5,

A 和P 将共同影响等式的右边。

那么T 呢? 技术的进步将会降低人均GDP的生态影响———假设是2。

这将使对环境的影响显著增加(考虑自然资源、土地、水、森林、生物多样性等

的污染和压力方面)。鉴于目前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这似乎是不可接受

的。为了得出较低的环境影响,我们需要改善技术,这种改善可以使环境影响

降低4倍或者更多。

当然,像IPAT这样的数学抽象对这些宽泛概念背后的细节缺乏足够的

洞察。IPAT因其假设P、A 和T 相互独立而受批评,因为实际中它们相互之

间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正是这种关系成为了争议问题的

本质。通过回归IPAT方程使用的理论意义,MarianChertow强调:

这个辩论———人口或技术是否是环境破坏的一个更大的动因———的鸡生

蛋还是蛋生鸡的本质是有启示作用的。增加的人口需要改进技术还是改进技

术能提高承载能力? (Boserup,1981;Kates,1997。)跨国比较表明了富裕水

平(因子A)或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繁荣水平的不同类型的关

系。例如,许多类型的空气污染物通常会降低人均GDP水平,而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与富裕水平呈正比(ShafikandBandyopadhyay,1992)。

尽管IPAT等式已被科学家(工程师、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等)大量使用,

但是它面临关于所涵盖的人口增长、消费分布和市场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的

强烈批评。工业生态领域(在第17章讨论)主要关注IPAT方程的T,强调技

术上的重大飞跃将使T 降低4倍甚至10倍。

 恒等式:由定义阐述的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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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担忧是全世界高度不平等的人均消费量。占世界人口1/4的

发达国家占用了全球约3/4的消费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缺乏基本的

卫生服务以及缺乏教育都将提高人口增长率。这表明关注不平等问题的重要

性,而不是仅仅关注人口总数和经济产值。

也许经济的观点和生态的观点可以趋同。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地球的固定

承载能力,但是很显然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了几乎所有资源和环境

的压力(见专栏9.4)。这意味着,各方面的调控都是至关重要的:降低人口增

速,调节消费增长,促进社会平等,引入环保技术。

专栏9.4 人类的生态足迹

大量的研究的关注点都在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在多个方面影响

环境,包括自然循环中断、臭氧层的枯竭、物种灭绝和有毒污染物的处理。

从政策角度看,将所有这些影响转化为一个单一的指标可能有一定的优

势。此外,这个指标应该以人们容易理解和解释的单位衡量。最后,该指

标的测量数据应在所有尺度上都可获得,从个人到国家,以及所有的社会

和全球,从而可以进行比较。

使用“生态足迹”可以对环境影响进行衡量。生态足迹(EF)的概念最

初由 Wackernagel和Rees(1996)提出,试图将所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转变

为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等量单位。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态足迹是他

或她的生活方式所需的土地量。

有些影响很容易转变成土地面积当量。例如,对肉类的需求可以转

换为对牧场的需要。其他影响转化为土地面积当量则比较难。例如,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在EF法下,测算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

植被区面积就比较困难。

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计算需要超过100个因素的数据,包括对食品、

木材、能源、工业机械、办公用品和车辆等的需求。以意大利为例,对一个

国家的生态足迹的具体计算,可以在 www.footprintnetwork.org查到。

对于一个人的生态足迹计算,则可以在 www.myfootprintnetwork.org
查到。

将一个地区的生态足迹与其可用土地进行比较有助于确定这个区域

是否产生对环境的可持续影响。表9.3和表9.4显示了主要地区和世界

的人均生态足迹、总生态足迹和总生产性土地。人均生态足迹在发达国

家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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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国家,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正面临着生态赤字。全

球人均影响为2.69公顷/人,超过了全球人均可用生物生产性土地(2.0公

顷/人)。因此,EF方法表明,目前全球环境的影响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

着对自然资本的消耗。

表9.3 人均生态足迹(2005年)

国家/地区
人口

(百万)

生态足迹消耗

(gha*/人)

生物能力

(gha/人)

生态消耗或保留

(gha/人)

世界 6476 2.69 2.06 -0.63

高收入 972 6.40 3.67 -2.71

中等收入 3098 2.19 2.16 -0.03

低收入 2371 1.00 0.88 -0.12

  备注:gha=全球公顷(面积的测量=10000平方米或2.47亩)。1个单位的全球公顷代表1

公顷的全球平均生产力。

资料来源:研究和标准局,全球生态网,EcologicalFootprintAtlas2008。

表9.4 总生态足迹(2005年)

国家/地区
人口

百万

生态足迹消耗

(gha*)

生物能力

(gha)

生态消耗或保留

(gha)

全世界 6476 17444 13361 -4083

高收入 972 6196 3562 -2634

中等收入 3098 6787 6685 -102

低收入 2371 2377 2090 -287

  备注:gha=全球公顷(面积的测量=10000平方米或2.47亩)。1个单位的全球公顷代表1

公顷的全球平均生产力。

资料来源:研究和标准局,全球生态网,EcologicalFootprintAtlas2008。

生态足迹的概念及方法仍有争议。《生态经济》2000年3月开辟了一

个专栏,发表了12篇与生态足迹相关的文章。有些文章对这种方法进行

了批评。例如,Ayres(2000)认为,EF概念“太聚集(并且在其他方面太有

限)以致不能成为国家水平上政策目的的适当引导”。其他的研究人员,

虽然认识到EF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相信对于政策相关性的分析也

有价值。Herendeen(2000)指出,经过改进,EF将能描述更大的画面以及

更多的细节。至少,关于EF方法论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对可持续性不再满

足于修辞性的表述而转向量化结果的需求。

资料 来 源:Ayres,2000;Herendeen,2000;WackernagelandRees,

1996.



第9章 人口和环境
◆227  

9.6 21世纪的人口政策

在最近几十年,关于人口政策的讨论发生了改变。过去的争论主要在“乐
观者”(增长的人口不存在问题)和“消极者”(导致灾难)之间。然而现在,随着

元素共识的不断涌现,大多数分析者认为增长的人口对环境和资源产生压力,
并且同意减缓人口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呢?

国家试图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严

厉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这样的政策在大多数

其他国家涉及侵犯人权。这些国家依靠的是处罚,包括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

和绝育手术,不是改变人民对有孩子的渴望。
然而,当人们尤其是女性受到更高的教育和享受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出生

率迅速下降。在东亚大部分国家以及印度,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来源于较高水

平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工作保障。
在分析哪种人口政策最有效时,NancyBirdsall集中分析了高生育率和贫困

之间的联系,以及对社会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她指出,一些政策

既可以帮助减缓人口增长也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出。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

和其他社会项目的推广、妇女地位的改善、营养保健的提高以及有效的避孕等。
这些政策会降低生育率,并且被Birdsall定义为“双赢”的政策———通过

自愿节制的人口增长使经济与环境受益。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信贷市

场和改善农业条件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也是很重要的,这反过来又

对人口/环境的平衡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政策对避免严重的环境及经济下行很重要。

当人们对土地产生更高的需求时,减缓人口增长可以提供关键的呼吸空

间———适应创新的时间。高人口增长率可以将偏远地区推向新马尔萨斯

(Neo-Malthusian)崩溃———并不是因为对承载力的绝对限制,而是因为接受

新技术和方法需要时间。
城市地区(由于自然增长和迁移相结合,人口增长最快)常常碰到重大的

社会和基础设施问题。亚洲和非洲的城市人口预计将在未来30年翻一番。
住房不足、卫生恶化、交通拥堵、空气和水的污染、森林砍伐、固体废物和土壤

污染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造成威胁。持续的、不可预计的人口增长将给

城市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人口增长的减速将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20世纪后半叶,人口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在21世纪

上半叶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学家、生态学家、人口学家和其他社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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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的不同观点都有助于开发有效的政策,旨在人口的稳定性和适当的人口/
环境的平衡。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使用人口这个概念作为我们研究相关压力的基

础———农业、能源的使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污染的产生。在第21章,我们

将转而讨论关于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可持续的全球问题。

总结

尽管20世纪后半期全球人口增长率已经放缓,但全球新增人口仍处于历

史最高水平。截至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70亿人。预计增长将持续至少40
年,截至2025年,预计人口将达到80亿,2045年达到90亿。超过90%的增

长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发展中国家。
人口预测并不能确定未来的实际人数,但人口惯性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显

著增长。目前,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仍然比

较高。虽然生育率普遍下降,但是趋于稳定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在欧洲,人口结构已经实现由迅速增长向相对稳定转型。在美国,因人口

惯性和移民这两个因素将继续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转型还远未

完成,而且未来生育率仍然不确定。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获得避孕和文化等

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对人口增长的经济分析强调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

来的影响。当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时,人口增长可能会伴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然而,人口的快速增长伴随着社会不平等和显著的外部

环境因素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会对区域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全球生态系统有更严格的

限制。更多的人口增加了对原料、能源和天然资源的需求,而反过来这对环境

也增加了压力。鉴于现有的环境损害的程度,尤其是这个伤害是不可逆的累

积,对地球生态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一般不能改变生育的基本诱因,应该提倡更有效

的人口政策措施,包括改善营养、卫生保健、社会更加公平、妇女的教育和避孕

服务等。

问题讨论

1.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把人口增长看作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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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中性的甚至是积极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评价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如何评价在美国这一相对迫切的人口问题? [(人
口增长率为每年0.7%),印度(每年1.9%)和肯尼亚(每年3.3%)。]

2.“每多一张口会带来额外的一双手。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人口增长。”

请用更正式的经济语言来分析这句话中的劳动力和生产。在多大程度上这句

话是可信的? 在何种程度上是误导呢?

3.承载能力对于动物和植物种群的生态分析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那它

是不是也对人口增长的分析有用? 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

注释

1.UnitedNations,2010,MediumVariant.
2.Ehrlich,1968;EhrlichandEhrlich,1990,2004.
3.UnitedNations,2010.
4.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1.
5.UnitedNations,2010.
6.UNAIDSReportontheGlobalAidsEpidemic,2010,www.unaids.

org/globalreport/documents/20101123_GlobalReport_full_en.pdf.
7.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

tionDivision,PopulationandHIV/AIDS2007,www.un.org/esa/popula-
tion/publications/AIDS_Wallchart_web_2007/HIV_AIDSchart_2007.pdf.
“SouthernAfrica”includesBotswana,Lesotho,Namibia,SouthAfrica,and
Swaziland.

8.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1.
9.Boserup,1981.
10.Simon,1996.
11.See,forexample,Solow,1986.
12.Birdsall,1989.
13.Birdsall,Kelley,andSinding,2001.
14.Daly,1996,chap.2.
15.Onth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andotherenvironmentalis-

sues,see,e.g.,Ryerson,2010.
16.Ehrlich,Ehrlich,andDaily,2003;Postel,2003.
17.EhrlichandEhrlich,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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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hertow,2000.
19.Weizsacker,Lovins,andLovins,1997.
20.Cohen,1995;Engelman,2008;Harrisetal.,2001,partIV;Hal-

fon,2007.
21.ThecasesofChinaandKeralaarereviewedinSen,2000,219-224.

OnIndia,seealsoPandya,2008.
22.SeeBirdsall,Kelley,andSinding,2001;Engelman,2008;Halfon,

2007;Singh,2009.
23.UnitedNations,2010.
24.SeeHarrisetal.,2001,partIV.

参考文献

Ayres,RobertU.,2000.“CommentaryontheUtilityoftheEcologicalFootprintCon-

cept,”EcologicalEconomics,32(3):347-349.

Birdsall,Nancy.1989.“EconomicAnalysesofRapidPopulationGrowth.”WorldBank

ResearchObserver4(1):23-50.

Birdsall,Nancy,AllenKelley,andStephenSinding.2001.PopulationMatters:De-

mographicChange,EconomicGrowth,andPovertyintheDevelopingWorld.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

Boserup,Ester.1981.PopulationGrowthandTechnologicalChange:AStudyof

Long-TermTrend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Caldwell,JohnC.,andThomasSchindlmayr.2002.“HistoricalPopulationEstimates:

UnravelingtheConsensu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8(2):183-204.

Chertow,MarianR.2000.“TheIPATEquationandItsVariants:ChangingViewsof

TechnologyandEnvironmentalImpact.”JournalofIndustrialEcology4(4):13-29.

Cohen,JoelE.1995.How ManyPeopleCantheEarthSupport? NewYork:W.W.

Norton.

Daly,HermanE.1996.BeyondGrowth:TheEconomic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

Boston:BeaconPress.

Eberstadt,Nicholas.2002.“TheFutureofAIDS.”ForeignAffairs81(November/

December),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8431/nicholas-eberstadt/the-future-of-aids.
———.2012.“JapanShrinks.”WilsonQuarterly (Spring):30-37.

Ehrlich,PaulR.1968.ThePopulationBomb.NewYork:BallantineBooks.

Ehrlich,PaulR.,andAnneH.Ehrlich.1990.ThePopulationExplosion.NewYork:

SimonandSchuster.



第9章 人口和环境
◆231  

———.2004.Onewith Nineveh:Politics,Consumption,andthe HumanFuture,

Washington,DC:IslandPress.

Ehrlich,PaulR.,AnneH.Ehrlich,andGretchenDaily.2003.“FoodSecurity,Popu-

lation,andEnvironment.”In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Twenty-firstCentu-

ry,ed.DavidLorey.Wilmington,DE:ScholarlyResources.

Engelman,Robert.2008.More:Population,Nature,and What Women Want.

Washington,DC:IslandPress.

Ewing,Brad,etal.,EcologicalFootprintAtlas2008.Oakland,California:Global

FootprintNetwork.

Halfon,Saul.2007.TheCairoConsensus:DemographicSurveys,WomensEmpow-

erment,andRegimeChangeinPopulationPolicy.Lanham,MD:LexingtonBooks.

Harris,JonathanM.,TimothyA.Wise,KevinGallagher,andNevaR.Goodwin,

eds.2001.A Surve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ocialandEconomicPerspectives.

Washington,DC:IslandPress.

Herendeen,RobertA.,2000.“EcologicalFootprintIsaVividIndicatorofIndirect

Effects.”EcologicalEconomics,32(3):357-358.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AppliedSystemsAnalysis.2001.DemographicChallenges

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LaxenburgDeclarationonPopulationa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www.popconnect.org/Laxenburg/.

Kates,R.1997.“Population,Technology,andtheHumanEnvironment:AThread

ThroughTime.”InTechnologicalTrajectoriesandtheHumanEnvironment,ed.J.Aus-

ubelandH.Langford,33-55.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

Kelley,AllenC.1988.“EconomicConsequencesofPopulationChangeintheThird

World.”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6(December):1685-1728.

Longman,Phillip.2004.“TheGlobalBabyBust.”ForeignAffairs83(May/June).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9894/phillip-longman/the-global-baby-bust.

Lorey,DavidE.,ed.2003.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Twenty-first

Century:Resources,Consumption,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Wilmington, DE:

ScholarlyResources.

Pandya,Rameshwari,ed.2008.Women,WelfareandEmpowermentinIndia:AVi-

sionforthe21stCentury.NewDelhi:NewCenturyPublications.

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1.2011WorldPopulationDataSheet.Washington,

DC.

Postel,Sandra.2003.“WaterforFoodProduction:WillThereBeEnoughin2025?”

In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Twenty-firstCentury,ed.DavidLorey.Wilm-

ington,DE:ScholarlyResources.

Repetto,Robert.1991.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AnUncertainFuture.

Washington,DC: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



◆232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Ryerson,WilliamN.2010.“Population:TheMultiplierofEverythingElse.”InThe

Post-CarbonReader:Managingthe21stCenturysSustainabilityCrisised.RichardHein-

bergandDanielLerch.Healdsburg,CA:WatershedMedia.

Sen,Amartya.2000.DevelopmentasFreedom.NewYork:AlfredA.Knopf.

Shafik,N.,andS.Bandyopadhyay.1992.EconomicGrowth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TimeSeriesandCross-countryEvidence.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

PaperSeries,no.904.Washington,DC.

Simon,JulianL.1996.TheUltimateResource2.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Singh,JyotiShankar.2009.CreatingaNewConsensusonPopulation:thePoliticsof

ReproductiveHealth,ReproductiveRightsandWomensEmpowerment.London:Earth-

scan.

Solow,Robert.1986.“OntheIntertemporalAllocationofNaturalResources.”Scan-

dinavianJournalofEconomics88:141-149.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

2010.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http://esa.un.org/unpd/wpp/in-

dex.htm.

VonWeizsacker,Ernst,AmoryB.Lovins,andHunterLovins.1997.FactorFour:

DoublingWealth,HalvingResourceUse.London:Earthscan.

Wackemagel,Mathis,andWilliamRees,1996.OurEcologicalFootprint:Reducing

HumanImpactonEarth.StonyCreek,CT:NewSociety.

相关网站

1.www.prb.org.Homepageforthe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which

providesdataandpolicyanalysisonU.S.andinternationalpopulationissues.
ItsWorldDataSheetprovidesdemographicdataforeverycountryinthe
world.
2.www.un.org/esa/population/unpop.htm.Websiteforthe United

NationsPopulationDivision,whichprovidesinternationalinformationon

populationissuesincludingpopulationprojections.
3.www.populationconnection.org.HomepageforPopulationConnection,

anonprofitorganizationthat“advocatesprogressiveactiontostabilizeworld

populationatalevelthatcanbesustainedbyEarthsresources.”



第10章 农业、食品和环境

焦点问题

● 我们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全球人口的增长吗?
● 农业生产系统正在破坏环境吗?
● 新农业技术的影响是什么?
● 将来我们如何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系统?

10.1 养活世界:人口与食品供给

食品供应构成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在野外,动物种群消长

主要基于食物供应。许多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数量与食物的丰富或稀缺性密

切联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人口的显著

增加。

尽管人口增长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过去60年,世界人均粮食生产一直

稳步上升(见图10.1)。许多经济理论家断言,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历史将否

定马尔萨斯的断言———人口数量超过食物供应的争论。然而在驳回食品限制

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人口、农业和环境问题的以下几个方面:
● 土地利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业土地利用显著扩展,但是这

种扩张结束于1990年左右(见图10.2a)。最适合农业的土地已被耕种,并且

大多数剩余土地是处于边缘质量的。此外,城市和工业侵占农业用地,并且随

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可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见图10.2b)。为了生存和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必须提高人均种植面积的生产力。
● 消费模式。现有的食品供应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分配的,这种分配有利

于高收入消费者。例如,在美国,直接和间接的人均粮食消费是发展中国家的

3倍还要多。这并不是由于美国人吃的谷物多,而是因为美国国内3/4的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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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每种商品的生产数量由国际平均商品价格加权,并且根据每年求和。

  资料来源:FAO,2012,人均生产指数(2004~2006年=100)。

图10.1 世界粮食人均生产(196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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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人口;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图10.2(a) 世界总耕地和永久性农业用地(1961~2009年)

物用于饲养动物。美国以肉类为中心的饮食方式所需要的粮食是典型饮食方

式(如印度人)的4倍。a

● 食品分配的不平等。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以满足

地球上每一个人的需求。但是实际上,许多低收入地区的人们遭受着营养

不良①(nutritionaldeficit),这意味着有8亿~10亿的人不能获得足够的

营养。

①

a 参 见 FAO,2011。世界饥饿统计的最新评估:“世界饥饿与贫困的事实和数据”,http://www.
worldhunger.org.

营养不良:未能满足人类对营养水平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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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人口: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图10.2(b) 人均耕地和永久性农业用地(1961~2009年)

● 农业对环境的影响。随着农业用地的扩大,更多边缘和脆弱的土地用

来耕种。其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侵蚀、对森林的砍伐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

大量损失。水土流失和土壤中的养分耗尽使可再生资源②(renewablere-
sources)逐渐变成可耗竭资源③(depletableresource),土壤肥力也逐渐被破

坏。对于现代农业来说至关重要的灌溉,也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包括盐化、
碱化、水涝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透支。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造成对土地和水的污染,加重了大气问题,如全球变暖

和臭氧耗竭。生物多样性④(biodiversity)的枯竭与抵抗农药的“超级害虫”的
出现也是集约型农业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农业经济学的重要课题。更

广泛地说,这些问题引发了对全球农业系统能力———在没有不可接受的环境

破坏的前提下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的质疑。

这些因素导致了对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这一问题的更复杂的认

知。我们必须研究人口、人均粮食消费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着眼于

人口与粮食的简单的二分法。

10.2 全球粮食生产的趋势

首先,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全球粮食生产的趋势。图10.3反映了谷物总量和

人均生产量的发展趋势。谷物或粮食的产出量容易测量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它是全球人口饮食总量的依据,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谷物粮

食的消费量占所有食物消费总量的50%,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占到70%。

②
③
④

可再生资源:生态系统所能持续提供的资源,如森林和渔业,经过开采会枯竭。
可耗竭资源:可以被利用和枯竭的可再生资源,如土壤或清洁的空气。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许多不同的相互关联的物种在生态社区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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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O,2012;人口: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
图10.3 谷物粮食总量和人均量(1961~2010年)

1961~2010年,粮食生产总量持续增长,但是粮食人均生产量却是不同

的情况。1961~2010年,粮食人均生产量缓慢、稳定地增长。每年大约0.5%
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均营

养水平逐步地提高。当然,我们注意到,这并不是对等增长,但是一定程度上

“水涨船高”。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发现一个变化。在1985年之后,人均生产

量不再增长而是略有下降。尽管如此,正如在前面提到的,粮食总产出量持续

增长,谷物粮食增长显著。粮食总产量指数由价格衡量,所以一些较“昂贵”的
粮食占有较大的系数,但是一些谷物粮食,如大米、小麦和玉米为全球大部分

人提供了基本的营养。

一些分析人士如地球政策研究所的LesterBrown认为,这代表了世界农

业生产动力学的一个基本的变化。引用以上提到的许多环境问题,Brown认

为,生态极限已达到防止农业产量进一步的快速增长。由于农业产量增长的

放缓,粮食总产量不再超过人口的增长。由于需求的不断增长、供应的限制和

极端天气的影响,使得粮食总产量下降意味着“世界可能更接近一个失控的食

品短缺状况,而不是大多人认为的。”当然,这将会对经济发展和世界上贫穷的

人的营养状况影响很大。

我们如何评估Brown的假设? 从经济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是价格。如

果事实如此的话,农业生产粮食受到限制,随着需求增长,我们可以提高食物

的价格。图10.4中简单的供应和需求分析表明了这一情况。当供给弹性⑤

⑤ 供给弹性:供给量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弹性供给意味着按一定比例增加的价格而导致供给量以较大
比例变化;非弹性供给是指按一定比例增加价格而导致供给量以较小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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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ityofsupply)高时,如图10.4的左半部分,需求从D1增加到D2,价格

压力没有显著的变化。当需求缺乏弹性时,如图10.4的右半部分,不断上升

的需求(D2到D3)导致价格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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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粮食供应的弹性和非弹性

如图10.5所示,在2006年以前,谷类作物的价格没有持续增长。考虑到通

货膨胀,粮食价格在1970~2010年间持续下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85
年后人均生产量的变化趋势? 经济学家如AmartyaSen认为主要是需求方面而

不是供给方面的原因。在这个观点中,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减缓是由于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世界经济衰退降低了人们购买食物和其他商品的

能力。于是,有效需求的缺乏抑制了粮食产出,而不是环境限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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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
图10.5 美国谷类作物价格指数(1961~2009年)

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和欧洲降低农业补贴以及苏联经济的

衰退,谷物生产全球性减缓。Brown也承认,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与动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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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转化为动物蛋白的效率相关。这种情况下,人均粮食消耗减少,但这不会降

低营养状况。

然而,自2006年,全球粮食生产趋势改变了。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随着

2008年“粮食危机”的发生,粮食价格戏剧性地增高,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粮食

危机(见图10.5)。随后2009~2010年粮食价格回落,2011~2012年粮食价

格又再次达到历史新高。

粮食价格的增长归因于“全球中产阶级”对肉类食物和其他较奢侈食物需

求的增大以及对生物燃料⑥(biofuels)的需求,而这将导致与有限的作物耕地

竞争。自从美国政府强制使用乙醇燃料,玉米乙醇占美国玉米产量的比重从

2000年的5%上升到2012年的40%,显著提高了玉米的出口价格。

同时,新的农业耕地变得稀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耕地面积

不断增加,这有助于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在90年代达到极限,之后

世界耕地面积略有下降(见图10.2a)。由此看来,世界粮食的价格会永久性地

增高,而不是暂时性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承受了经济衰退最大的压力,这增加了不平等

分配的问题。同时,边缘土地遭受侵蚀的损害和其他环境问题的破坏。尽

管在全球范围内粮食总量增加,但是由于穷人的食品购买力不足和边际耕

地生产能力下降,影响了穷人的生存状况。最近,南美洲的人均粮食生产增

加,但是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加和粮食产量疲软导致了人均粮食

生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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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U.S.人口普查,2012,www.census.gov.
图10.6 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谷物产量(1961~2009年)(千克/人)

⑥ 生物燃料:来自农作物、农作物废料、动物粪便和其他生物原料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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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粮食价格增长,“这种趋势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据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Q)的说法,(食物)价格波动⑦(pricevolatility)使小农

户和贫困的消费者越来越容易变得贫穷”。在全球范围内,遭受营养不良的人

数并没有下降,保持在8.5亿人左右。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国,人均

粮食产量稳步上升,但是在其他地区如非洲,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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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
图10.7 中国和非洲的人均粮食生产指数(1961~2009年)

土地利用和公平问题

不平等分配与土地利用相关联。我们已经注意到,绝大多数农业土地被

用于粮食生产。在市场经济中,土地被用来耕种价值最高的作物(见图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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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土地质量、作物价值和土地使用

⑦ 价格波动:价格快速和频繁地变化,导致市场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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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x 轴表示耕地质量,x 轴左侧表示最高的耕地质量,随着向右移

动,耕地质量逐渐降低。y 轴显示耕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价值,不同的作物价值

指数⑧(cropvalueindex)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某些作物需要高质量

的土地以创造出更高的亩产。在经济方面,作物价值指数代表土地的边际收

益产品⑨(marginalrevenueproduct),它的边际物质产品(marginalphysical
product)(某种作物附加量)高于农作物价格几倍。

例如,墨西哥的耕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当地主要消费品。但是,随
着西兰花和草莓的出口,产生了更多的收入。D1 和E1 的交叉点显示了如何

将土地利用划分为出口生产和国内生产。左边的优质土地到A 将用于种植

最有价值的出口作物,而玉米和豆类则种植在低质量的土地上。
现在假定出口作物的需求增加(见图10.8的作物价值线E2),而国内食

品的需求仍然是相同的。对于西兰花和草莓来说,产品出口的价值上升反映

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土地利用格局改变了,出口生产扩大到B 点,国内生产

被挤压到低质量的B 点。在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速了这

种土地利用趋势。
那么,对于环境和人们的营养状况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可能的结果

是大的商业农场将代替缺乏良好市场准入的农民个体。这将增加边际耕地压

力(见图10.8右)。当流离失所的人们迁徙到任何可用的耕地时,山坡、林缘

和贫瘠的土地特别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我们可以在非洲的大部分地

区、拉丁美洲和亚洲看到这种影响。
如果出口作物收入的分配是不均匀的,穷人的单一饮食会使玉米和大豆

的生产变得更糟。部分农民利用出口经济作物产生的收益购买进口食品,但
是他们不会成为出口市场中的大型生产者。

10.3 未来粮食产品

正如在第9章所讨论的,根据21世纪前半叶的世界人口总数预测,人口

数量到2050年将达到90亿。食品的进一步需求将对环境产生什么压力? 会

不会超过农业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 会不会造成食品短缺? 表10.1
揭示了随着全球人口预计增长的粮食生产数据。

⑧
⑨




作物价值指数:一个描述在一定质量的土地上,不同作物生产量的相对价值的指数。
边际收益产品:是指由于使用额外一单位投入品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增加。它等于投入的边际物质

产品乘以厂商的边际收益。
边际物质产品:追加最后一单位的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或收益。
承载能力:依据现有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和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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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到2009年,全球共生产了25亿吨的粮食(第2列)b。如果这

些粮食平均分给每个人,每人每年将得到350千克的粮食,每天大约1千克,

或者2.2磅(第3列)。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作物将需要全世界一半的耕地,另
一半耕地可种植蔬菜、水果、油籽、块根作物或非食品作物(如棉花)。

如果产量水平分布均匀,这将足以提供发展中国家符合个人饮食习惯的

食品,包括大部分蔬菜、少量的肉、鱼或者鸡蛋。发达国家的饮食特点是肉类

食品,但是需要更多的粮食,当然这些粮食不是直接食用而是用作牲畜饲料。

美国国内3/4的谷物用作喂牛、喂猪或者家禽。

在全球范围内,现有粮食输出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在美国,每人年均消

费的粮食量是900千克,其中包括直接消费和饲料。在发展中国家,年人均粮

食消费量是300千克以下。在以非肉类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足够的粮

食,但是不平等分配使得这些国家最穷的人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供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逐步上升。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较

为贫穷的人们能够买得起更多的基本食品,另一部分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消费

转向肉食消费(见图10.9)。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必须为人口总数增加和

人均消费量增加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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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
图10.9 全球人均肉类产量(1961~2009年)(千克/人/年)

未来生产和产量要求

在表10.1中,2025年人口预测的数据在公布的估计数字之间(第4列)。

超过95%的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当我们比较人口增长和预计人均消费

b 在农业生产的统计分析中,为了避免产量连年的变化,我们取3年的均值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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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很显然粮食消费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增长了约50%(第5列)。c

然而,世界农业用地面积却增加较少。在发展中国家每公顷土地的粮食产量

至少增长了35%(第3列和第6列产量比较)。d

表10.1 2025年人口和谷类消费预测

区域

1.2008年

人口数

(百万)

2.粮食产量

(平均2007~

2009)

(mmt)

3.粮食产量

(平均2007~

2009)

(千克/公顷)

4.预测人

口数

2025年

5.预测粮

食消费量

2025年

6.预测自给

自足粮食

产量2025年

(千克/公顷)

世界 6715 2457 3500 7989 2931 3967

发达国家 1225 963 4358 1272 783 3421

发展中国家 5489 1506 3119 6717 2149 4214

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 4172 1033 2608 5323 1570 3703

非洲 980 149 1446 1431 315 294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576 178 3513 682 222 4262

亚洲 4051 1178 3583 4715 1626 5052

亚洲(中国除外) 2734 705 2915 3321 1032 4376

中国 1317 473 6439 1394 570 6629

美国和加拿大 337 464 6089 388 374 4407

欧洲(俄罗斯除外) 595 360 4490 601 328 4002

俄罗斯 140 94 2220 128 57 1157

大洋洲 34 32 1604 41 16 1258

  注:kg/ha=千克/公顷;mmt=百万公吨。

资料来源:人口: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产量:http://faostat.fao.org。在发展中国家,预测的数量假设以人均消费0.5%增长。预测的数

量更新于 Harris,1996年。

表10.1的第6列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满足自给自

足(满足国内需求没有进口)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产量从目前的每公顷

2.8吨上升到超过4吨。e 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粮食产量必须超过目前

水平的40%。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粮食产量要从每公顷3.5吨增加到每公顷

5吨。非洲地区的产量要增加一倍以上才能在2025年达到自给自足。

当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实现自给自足。粮食可以从粮食过剩的国家

c 这里假定人均消费量以每年0.5%的速率增长。随着收入增加,如果人们的饮食转向肉类产品会使
经济快速增长。
d 1公顷=2.4777亩。
e 1公吨=100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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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然而,通过贸易的增加满足需求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假定发达国家

的粮食生产能实现自给自足。那么,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粮食需求需要通过进

口实现。

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粮食净进口量将在2020年翻倍,从1.04亿

吨到2.01亿吨,到2030年增长到2.6亿万吨。这些增加的出口量从什么地方

生产呢? 目前世界谷物出口主要来自北美洲和欧洲,这两个地区已经有了很

高的产量,未来在这些地区增加产量将很难实现。此外,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

美国人口将从2012年的3.14亿人增加到2025年的3.51亿人,在2050年达

到4.2亿人。如果美国人还是喜欢消费肉类食品,这将会增加粮食作为饲料

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压力以及先前提到的生物燃料的需求将导致粮食价格上

涨,使得世界上贫穷的国家承受购买更贵进口食品的问题。

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乐观的看法,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降低人

口增长。正如我们看到的,人口增长的预测显示了明显的波动。如果人口在

较小范围增长,那么全球农业系统的压力会变得较小。第二个因素是产量增

加。一些地区已经使粮食产量从每公顷6吨增加到每公顷9吨(每公顷

6000千克到9000千克)。如果这种成功可以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粮食生产

量将是足够的。

然而,人口和粮食产量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人口数量可能会增加到

中等预测水平以上。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短缺和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会危及

主要地区的粮食产量。我们要谨慎应对这样的结果。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实现(全球谷物产量增加1亿吨)目标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土地和水资源现

在比过去更紧张,产量持续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方法,这将成为实现农业生产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性

(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的关键问题。粮食问题的一个适当的解决方

法是我们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与农业系统的极限相结合的更多环节。

10.4 农业对环境土壤退化和侵蚀的影响

除了一些水培和水产养殖的,几乎所有的农业依赖于土壤。正如我们已

经指出的那样,土壤是可再生或可耗尽资源。理想情况下,农业技术应该不会

降低土壤肥力并且通过营养循环(nutrientrecycling)及时补充土壤生产力。





环境可持续性:以一个健康的状态继续存在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可能会随时间改变,但不会显著
退化。

营养循环:生态系统将诸如碳、氮、磷等养分在不同的化学形态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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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农业生产将是真正可持续的并且可以继续下去。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主要农业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土壤侵蚀和退化现

象非常普遍。地球上30%~50%的土壤面积受到侵蚀和退化的影响。由于

减少了水、营养物和有机物质的供应,侵蚀影响了作物产量。水土流失的沉积

物和污染物使水资源遭受污染。土壤流失率最高的通常是发展中国家。

土壤侵蚀几乎发生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农业地区,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边际土地投

入生产,越来越少的作物残留物返回土壤。在欧洲,土壤流失率为10吨~20吨/公

顷/年。在美国,耕地土壤侵蚀为16吨/公顷/年。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耕地的土

壤侵蚀速度为20吨~40吨/公顷/年。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土壤退化全球评估》(GLASOD)估计侵蚀严重损

失了500万~600万公顷的土地。进一步的土壤退化是由于过度灌溉、过度

放牧和对树木和地面覆盖的破坏。

侵蚀和侵蚀控制经济学

在许多情况下,农民通过作物轮作和休耕(croprotationandfallowing)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侵蚀和土壤退化———交替种植谷物和豆类作物,并采取

轮作方式。农民的成本,包括土地不用于生产时的收入以及种植低价值作物

而没有种植高价值作物的收入。农民必须计算控制水土流失的直接成本是否

符合长期利益。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农民无视土壤重建或侵蚀控制,不断种

植高价值作物,获得10万美元的年收入。在这些条件下,侵蚀将造成每年约

1%的产量的下降。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每年将减少1.5万美元的收入。这一

方案对农民来说值得吗?

答案取决于平衡现在与未来成本的折现率(discountrate)。1%的产量

损失是指损失1000美元。但是,这不是一次性的损失,它会持续到未来。我

们如何评估由第一年的侵蚀造成的损失呢? 在经济方面,我们采用在第5章

和第6章中讨论的折现,假设我们选10%的折现率。延伸到未来无限期的损

失的现值(presentvalue,PV)等于:

PV=(-1000)(1/0.10)=-100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控制侵蚀的收益是1万美元,这远低于15000美元的收

入损失。在这些条件下,经济上最优的方案是继续侵蚀,但它肯定不是生态可






作物轮作和休耕:一个涉及在不同时间对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并定期采取部分土地脱
离生产的农业体系。

折现率(折旧率):将未来收益或成本贴现为当前收益或成本的利率。
现值(现值):未来成本或收益流的当前值;折现率是将未来成本或收益贴现为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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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顺着这样的经济逻辑,农民为下一代留下的是严重退化的土地。

不幸的是,许多农民正是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使用一个较低的利率———5%,控制侵蚀的收益(计算

得2万美元)大于成本。因此,理论上防治侵蚀是有经济效益的。即便如此,

短期损失仍然难以接受。一个生态良好的土壤管理政策依赖于土地主的远见

卓识、相对较低的利率以及投资于控制水土流失的资金投入。侵蚀控制,可以

通过有针对性的政府低息贷款,提升土壤保持的措施。

对非农土地侵蚀的影响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许多地区,主要水坝都淤塞

了侵蚀的土壤,最终摧毁了它们发电的潜力并且浪费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严重的淤积也导致河流生态的破坏。由于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些费用是外

部性(externalities)的,因而我们应该从社会角度决定这类侵蚀的影响。

化肥的使用对于环境的影响

农业产量的稳步增长依赖于化肥的使用,图10.10显示了1960~2000年

世界主要地区这种模式的情况。化肥的使用显然增加了产量。图中代表每一

个区域的线从左下到右上,表明了其使用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倾向于

从低肥的传统农业转变为高肥和高产量的现代农业。非洲以外的主要地区都

遵循了这一趋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粮食产量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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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2012(一些化肥已经被停止使用)。

图10.10 主要区域的产量/化肥关系:期间的平均数据

(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1年。)

 外部性:交易外的正或负能改变市场交易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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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是什么? 一般来说,现代农业技

术依赖于”投入包”,包括化肥、农药、灌溉、机械化和高产作物品种。在图

10.10中,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个包的代理变量(proxyvariable)为每公顷的化

肥量。高肥料的使用总是伴随着其他投入的高使用量,因此用肥料使用量来

表示农业现代化的程度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然而,每一种投入的原料都与特

定的环境问题有关,伴随高产量的是不断增加的投入,因此使得这些特定的环

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土壤吸收了肥料供给的营养,进而传递到农作物上。大多数的肥料中含

有硝酸盐、磷酸盐和钾三大营养素。但是,大部分的营养素没有被作物吸收。

相反,它们渗入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水中过量的硝酸盐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硝酸盐和磷酸盐也促进有害

藻类在河流、湖泊甚至海洋里的生长。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多数地区遭遇

了这些问题。在墨西哥湾,农业径流使得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死区”,并威胁到商业和渔业。在地中海,由于农业径流污染,藻类覆

盖了爱琴海及其他海域的海岸线,大部分海洋遭受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在俄

罗斯和东欧,过度使用化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农业问题,如黑海和里海的许多

本地物种灭绝。

过度使用化肥的另一个影响是微妙的。由于大量的硝酸盐、磷酸盐

和钾 添 加 到 土 壤 中,其 他 较 小 的 营 养 素———微 量 营 养 素(micronutri-
ents)———正在不断耗尽。这使得作物的营养价值逐渐减少。像土地侵

蚀,这些都是长期的影响,只要带给农民的当前收益比较高,农民就无法

考虑这个问题。

肥料生产是能源密集型的。实际上,现代农业从化石燃料中提取能量以

取代太阳能和人力劳动。正如在第13章、第18章和第19章中所讨论的,农
业能源消耗所引起的环境问题都与化石能源消耗有关。农业占能源使用总量

的3%~5%。虽然相关能源的问题并非主要的组成部分,但这一比例也是不

小的,特别是对于由于人口增长而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油价上涨已

经成为高粮价的主要原因。化肥的使用也直接加速了全球性大气问题,包括

全球变暖和臭氧耗竭。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工施氮已经超过了土壤微生物的自然吸收。在地球

的氮循环(nitrogencycle)中,必然产生不良的生态后果。此外,肥料的使用

是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令人鼓舞的是图10.10中所显示的近几年在西





代理变量:代表一个广泛概念的变量,如使用肥料的施用率来表示农业生产的输入强度。
微量营养素:以较低浓度存在于土壤中并且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
氮循环:氮在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形式的转化,包括氮由共生细菌固定在某些植物中,如豆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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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和日本肥料使用量的减少和产量的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使用效率的提高。

如果这种模式可以广泛地推广,农业生产率能够在较低成本下得到提高。但

是,在图10.10中,由于化肥使用量整体上升,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现实。

农药的使用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药的使用和使用肥料一样快速增长(见图

10.11)。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大约翻了一倍,农药的使用在

美国已经趋向稳定,但是其他国家的农药使用还在上升。伴随着这种上升,众
多健康和环境问题接踵而来。农药直接影响农业工人———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农药中毒是一个严重且广泛的问题。农药在食物中的残留危害消费者,在
母乳中可以发现一定量的有机氯,人体中残留农药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知许

多农药可以致癌,最近研究的重点是农药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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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U.S.EPA,1995,2001.
图10.11 美国传统农药的使用(1964~2001年)

农药也通过很多方式影响生态系统。在农业地区,农药导致的地下水污

染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见专栏10.1)。有益的物种灭绝促使虫害爆发得更严

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药使用的快速扩张与有抗性的害虫种类(re-
sistantpestspecies)扩张平行(见图10.12)。相似地,在动物饲料中,抗生素

的过度使用产生了对抗生素免疫的细菌。
这些演变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他们了解生态不平衡的危害。然

而,这样的结论很难引入到农业决策中来,此外,既得利益者———农药制造商

———还在寻求推广农药的使用。
和其他科技对环境的影响一样,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





有抗性的害虫种类:害虫演变得对农药有抵抗性,这需要更高频率地使用农药或者新的农药品种来
控制这些害虫。

信息不对称:市场中的不同代理者拥有不同的知识和接受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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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问题。f农药生产者普遍知道农药的化学组成以及潜在危害。因为

市场上存在各种化合物,掌握这些信息———即使它们是可获得的———对于农

业消费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管理者很难掌握最新的农业开发速度,

通常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种危害上,如关注致癌物质。

专栏10.1 控制农业污染

来自侵蚀、化肥和农药的污染是一个比工业污染更严重的政策问题。

农业径流被称作非点源污染(nonpoint-sourcepollution),意思是它来源于

很广的区域,影响水供给和地下径流。除此之外,工厂化的农场带来把动物

污染排放到水中的严重问题。根据环境保护组织调查,猪、鸡和牛的废物已

经污染了美国22个州35000英里的河流以及17个州的地下水,同时,这也

引起了细菌传播的问题,如切萨皮克湾的瘟疫、赤潮、墨西哥湾的死亡地带。

减少非点源污染需要改善农业的生产方法。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及密

集型农业使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使消费者受益。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利益

将自动内化为市场机制———以更低成本生产的农民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

份额———外部成本不被考虑。因此,政府的政策必须确保农业投入与产

出的价格可以真正反映社会成本收益。

这意味着减少对农业投入以及扩大生产的补贴。但是,对研究的支持

以及对可选择的、低污染技术的推广可以被证明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工厂

化农业管理以和非工厂化的畜牧业生产会提高消费者的价格———但是在经

济层面上更低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如果它们不能完全反映社会成本。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农药使用稳步上升。降低农药使用的生产

方式需要政府承担以及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每年投资

100万美元用于害虫控制,在这之前,褐飞虱的感染数量呈上升趋势,因为

过量农药的使用使它的天敌灭绝。印度尼西亚的这个计划获得了成

功———在低环境影响下作物生产提高了12%———但是这样的投资对于发

展中国家很困难。

资料来源:Karlsson,2004;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
“AnimalFeeding Operations,”www.epa.gov/agriculture/anafoidox.
html;WilsonandTisdell,2001.

这些演变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他们了解生态不平衡的危害。然



f 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家发明的一个名词,用来表示一种情况,即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参与者有不同
程度获取信息的能力。在农业技术的例子中,食品的消费者,甚至政府管理者都对农药残留的本质以及危害
不清楚。

非点源污染:很难确定污染是来源于一个特定的源头,例如在广阔的地区使用农业化学品导致地下水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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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结论很难引入到农业决策中来。此外,既得利益者———农药制造

商———还在寻求推广农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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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Gardner,1996.
图10.12 20世纪具有农药抗性物种的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药使用的外部成本(externalcost)几乎不可能被完

全理解。对于采用转基因作物将会使管理问题更加复杂,这些开发转基因产

品的公司也是农药生产者(见专栏10.2)。

专栏10.2 转基因食品———一个富有争议的技术

2012年,美国有超过1.5亿亩农田培育转基因食品,其中,88%种植

玉米,93%种植大豆,94%种植棉花。尽管支持者们列出了转基因作物的

各种优点,反对者们坚持转基因产品的广泛使用会造成健康和环境上的

危害。在欧洲,人们首先反对引入转基因有机物以及将转基因成分掺入

日常消费品中。现在似乎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在考虑或

者已经限制转基因食物。

担忧转基因食物带来什么问题? 这些作物的优点又是什么? 支持者

们认为生物科技和农业的结合为全球人口提供安全、抗虫害、适应性强、

高产量以及有营养的食物。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生产优良品质的食

物,如可以生产一种杀灭害虫的玉米、嵌入鱼基因的防霜番茄和生长迅速

的鲑鱼。高产量的转基因作物可以取代低产量作物,作物里的维生素可

以给贫困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营养。这不但可以养活那些国家中不断增

长的人口,也可以降低天然林地变为耕地的速度。

转基因食物的反对者声称任何社会收益都不足以弥补大规模的生态

灾难。这些批评者认为,超越物种在自然结构中固有的规则将会对自然

界以及人类自身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转基因作物与自然物种的杂交将会产

 外部成本:没有反映在市场交易中的一种成本,不一定是货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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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肆虐自然界的物种。同时,杀虫剂的广泛运用将导致“超级害虫”的出

现。在莫斯科,转基因玉米威胁着天然的玉米。美国林业局警告转基因

草地将会对全国175片森林以及草地产生潜在的威胁。

财团控制的问题

研究基因作物需要在研发上进行大量的投入。为了收回它们的投

资,公司需要确保它们的产品能被购买。传统的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农民,购买寄售的种子,并且保留一些以求未来培养。生物科技公司会

为它们的产品申请专利,从而获得法律保护,农民需要每季购买新的种子

并且支付特许使用费。一些公司尝试对种子进行基因改造,使得它们的

作物不育或者生产出的作物只能通过同一个公司生产的另一种产品才能

生长。批评者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将导致垄断发生,小部分公司控制着大

部分种子的供应。这样的市场将使得个体农民以及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

非常不利的地位。

一些国家坚持反转基因食物的立场,造成美国反转基因食品生产者

与进口国之间贸易冲突。欧洲政府、一些亚洲政府和美国的一些组织正

在呼吁对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贴上标签或者将转基因产品驱逐出它们的

市场。在美国,一些农民和工厂的说客声称这将导致更高的价格,由于转

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必须分开种植、运输、储存和加工,并且标签将使产

品贬值。在2003年,美国农业部门针对用于制药或工业化学物质的转基

因作物颁布更严厉的规则。

转基因食物对于环境可持续性、食物安全性、国际间贸易和政策的影

响都有很强的争议。

备注:

1.美国农业部门经济研究服务: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
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aspx.

2.“Genesfrom EngineeredGrassSpreadfor Miles,”New York
Times.September21,2004;”MexicoisWarnedofRiskfrom Altered
Corn,”NewYorkTimes,March13,2004.

3.“U.S.ImposesStricterRulesforGenetically ModifiedCrops,”

NewYorkTimes,March7,2003.
4.关 于 辩 论 双 方 更 多 的 信 息,参 见 Paarlberg(2000);Risslerand

Melle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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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和水资源

在扩大农业生产中,灌溉的扩大和化肥使用的增加同样重要。灌溉极大

地提高 了 产 量,并 且 允 许 在 一 个 地 区 依 赖 雨 水 的 多 重 作 物(multiple
cropping)生长。在发展中国家,对于收成的增长非常依赖于灌溉的扩大。但

是,与化肥和农药一样,灌溉的短期利益与长期环境危害相联系。

排水不良会抬高地下水,最终使得田地被淹没。在热带雨林地区,地表水

蒸发得特别快,留下不能分解的盐导致土壤盐碱化(salinizationandalkalin-
izationofsoils)。例如,在印度的旁遮普,数百万亩的土地已被盐碱化损害。

灌溉也冲走农药和化肥,进而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最依赖灌溉的田地是在那些干旱的地区,水供给很紧张。这会导致地下

水透支,抽取地下水的速度快于自然水循环补充的速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

在第4章讨论的公共财产资源(commonpropertyresources)问题。单个农

民没有考虑使用水的限制。当地下水耗竭时,农业生产将面临缺水的状况。

美国西部许多灌溉农业的发展依靠奥加拉拉蓄水层,在一些地区,蓄水层已经

被消耗了50%,并且还在下降。地下水快速下降的问题也发生在印度、中国

北方和中亚地区(将在第15章讨论)。

从干旱地区河流中抽水同样具有破坏性。农业用水导致美国西部科罗拉

多河流域盐碱化以及墨西哥边际河流盐碱度增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纠纷。

最严重的例子是苏联咸海的事件,因为抽水灌溉玉米地,1960~2009年,这片

内陆海失去了88%的地表面积和92%的蓄水量(在最近几年,因为世界银行

以及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努力,这片海域在慢慢恢复,但是大部分地区永远不能

恢复了)。

对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来说,最大的限制是水的供给。灌溉用

水占全球总用水量的65%,在发展中国家则超过80%。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

印度次大陆已经非常接近水供给的极限,城市工业用水还在稳步上升。非洲

大部分地区、西亚与中亚大部分地区和美国西部都是干旱或半干旱。尽管存

在扩大灌溉面积的经济动机,但是与灌溉相关的外部性和公共产权资源问题

意味着这种扩张会加剧资源和环境问题。






多重作物:在同一年同一片土地种植超过一种作物的农业系统。
土壤盐碱化:盐或碱的浓度在土壤中积累,从水中沉积溶解的盐蒸发,产生减少土壤的生产率的效

果。
公共财产资源:不属于私人,而是可以被每一个人获得的资源,如海洋或者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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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未来可持续发展农业

第3章~第5章讨论的许多资源环境问题都与农业生产分析相关。正如

我们提到的水土流失问题,土壤作为一种可消耗资源,未来将增加使用成本

(usercosts)。化肥径流和农药污染是外部性的经典例子。抽取过量的水用

来灌溉是过度使用公共资源的问题。抗药性害虫的产生以及生物多样性缺失

的问题增加了生态成本。正如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这些都很难用金钱衡量。

生态分析提供了对农业和环境之间关系不同的理解。不再将农业看作是

各种投入(包括土地、水、农药和化肥)实现产出最大化的过程,生态学家认为

农业是一个干涉自然生态循环(biophysicalcycles)的过程,包括碳循环、氮
循环、水循环以及类似的其他循环。

在自然状态下,太阳能促进这些循环。传统农业几乎不从这些自然循环

中分离出什么。现代农业依赖水、氮和合成化学物质等,这些提高了产量,但
是引起了自然循环过程的不平衡。从这点来看,水土流失、化肥和农药污染以

及地下水过度开采都是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果。使用另一个生态概念,即
现代农业提高了承载能力,但是是以增加生态压力为代价的。

经济观点和生态观点都会影响我们对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
ture)的定义。一个可持续农业系统应该在不损害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前提

下提供稳定的产量。从经济角度看,这意味着不存在重要的不可内生的外部

性、使用者成本或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生态角度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降

低了对自然循环的破坏。这表明一些技术可能适用于可持续农业。

生产技术,如循环使用有机肥料、作物轮作、豆类和谷类的间作(inter-
cropping),可以帮助保持土壤的氮平衡以及减少人工肥料的使用。减少耕

作,使用梯田、休耕和农林复合经营(agroforestry)(在田地周围以及里面种

树)都可以帮助减少对土地的侵蚀。病虫害综合防治(integratedpestman-
agement,IPM)使用自然的防虫方法,如引入天敌、作物轮作以及早期人工除

虫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使用成本:与资源未来潜在使用损失相关的机会成本,来源于当期对资源的消费。
生态循环:有机物质和非有机物质在生态系统中流动。
可持续农业:不会消耗土地生产力或破坏环境质量的农业生产系统,包括综合虫害管理、有机技术

和复种等技术。
间作:一种涉及将两种或多种作物同时种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农业系统。
农林复合经营:在同一片土地上既种树又种粮食。
病虫害综合防治(IPM):利用自然天敌、作物轮作以及除虫等方法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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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灌溉和对耐盐物种的使用可以减少使用水。生物多样性(spe-
ciesdiversityorbiodiversity)可以通过复合种植(在一片田地里种多种作物)
来实现,而不是现代农业的单一种植(monoculture)模式。

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替代农业》报告,在美国爱荷华、宾夕法尼亚、俄亥

俄州、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使用有机技术的农田取得了成功。这表明

环境友好型技术在大规模农业上也是经济可行的。然而,在美国以及全球实

施这项技术还存在很多障碍。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信息的可获得性。替代技术既是劳动力密集型

(labor-intensivetechniques)技术(非常依赖劳动投入的技术)也是信息密集

型(information-intensivetechniques)技术(需要专业知识的生产技术)。在

发达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农民了解复杂的有机技术及低投入农业,并且愿意使

用。相对而言,阅读农药化肥使用说明书要简单得多。在发展中国家,“绿色

革命”技术取代了传统的低投入农业。
近些年,有机农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只占农业总产量很少的一部分(见专

栏10.3)。有机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对有机农业的未来有

着重要的影响。

专栏10.3 上升的有机农业

有机产品是农业中发展最快的领域。2010年,美国有机产品产值达

到270亿美元,全世界有机产品产值为550亿美元。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有机农业占据了OECD国家农业总产量的2%~
3%,但是它正在以每年15%~30%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反映了高收入

国家对无农药、非转基因食品的需求。有机农业的优势包含健康效益和

环境效益、提高食品的质量和口感与足够新鲜以及可以援助小规模生

产者。

虽然有机农田的产量比较低,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但是由于价格比较

高,总的收益也就比较高。在一些案例中,政府还会给予补贴,包括认证

标签计划的推广和有机农业的市场政策,现在已被几乎所有的 OECD国

家接受。欧盟对于有机农业有一个单独的协调标准,美国已经建立了联

邦有机农业标准。为了适应这些标准,出口商将扩大有机产品的生产,但
是有时标准不同容易造成混乱。






生物多样性:在一个生态群中,不同的物种保持相互联系。
单一种植:在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同一作物。
劳动力密集型:严重依赖劳动投入的生产技术。
信息密集型:要求专业知识的生产技术;通常这些技术对能源、生产资本或者物质投入替代品的知

识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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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一些政府开展推广活动,鼓励消费有机产品。有几个国家甚

至要求学校和医院购买有机食品。许多政府对生产有机产品的农民提供

直接的经济支持,这种补贴被认为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回报———如减少硝

酸盐、磷酸盐以及农药对水源的污染。一些农业研究也致力于有机系统。

OECD报告总结了由于政府对产品进行补贴以及未能很好地处理与

传统农业系统有关的负外部性,传统农业依旧保持优势。“这些政策提供

了提高产量耕种行为的动机……政府需要处理好传统农业的这些外部性

以实现对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为有机农业提供更好的舞台。”

资料来源: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OrganicAgriculture:Sustainability,Markets,andPolicies (Walling-
ford,UK:CABI,2003);M.Saltmarsh,“StrongSalesofOrganicFoods
AttractInvestors,”NewYorkTimes,May23,2011.

可持续农业政策

如果没有较强的经济支持生产方法的改善,以及信息的普及和对替代方

法的支持,大部分农民都会使用原来的方法耕作。向新农业转变需要政府政

策及市场动机双重的支持。

重要的市场动机包括化肥、农药、灌溉水和能源的价格。许多政府采取政

策对这些价格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根据一个著名的农业经济理论,农业

投入的价格水平决定了农业中诱导创新(inducedinnovation)的进程。如果

化肥的价格比土地和人工更便宜,农业部门将会开发和完善化肥密集型生产

方法。通过提供低成本的化肥、化合物以及灌溉水,政府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

率,但是要付出环境代价。

补贴能源发展的政策也会提高机械化程度并且使农业发展的趋势成为依

赖型,改变这些政策会朝着低环境影响、高人力和信息密集型农业发展。发展

中国家有大量的无业人口,推广劳动密集型农业将使这些人有可观的薪酬以

及改善环境。

扣除能源和投入补贴将会给农民传递一个价格信号:使用低投入性技术。

在他们对这些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之前,农民需要对替代技术有足够的了

解———否则投入的高价格只会使食物更贵。发展中国家可以将传统农业知识

与现代创新相结合,使得能源密集型单一栽培不会替代传统技术。

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估计每年达2500亿~3000亿美元,大部分是对

 诱导创新:在某一产业中,创新来自于相关投入价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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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破坏的补偿以及提高能源的使用和投入的增加。尽管发达国家促进生产

而导致农业产出过剩,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农民收入的政策来降低农业

生产,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食品,但是结果是降低地方的产出。这些

适得其反的经济政策的运用留下许多改善的空间,可以既提高食物供给也改

善环境。这种补贴可以由环境友好型技术替代。更好的价格及提高信用制度

可以在保持土壤的情况下提高生产。

美国的保护项目是一个环境友好型农业补贴的例子。这个项目始于

1985年,现在已经覆盖了3000万亩农田。农民收到补贴,从环境敏感型土地

中迁出,减少了水土流失并保护湿地和水资源,为包括濒危物种在内的野生动

物提供栖息地。整个项目将正外部性内生化,帮助保护家庭农场,为未来提供

更多的土地使用选择。

在需求方面,人口是食物需求的主要因素,也间接影响农业对环境的压

力。承载力的生态概念是指地球上可以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我们关于农业的

讨论意味着我们已经接近生态的承载力。如果我们考虑水土流失和水透支的

长期问题,地球已经超过了这个承载力。因此,人口政策是限制农业生产对环

境影响的核心元素。

需求方面的另一个主要变量是饮食。正如我们所知,一个以肉食为主的

饮食比以素食为主的饮食需要更多的土地、水和化肥。肉类出口也会增加发

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于是,减少发达国家的肉食消费以及减慢新型工业化

国家的肉食消费趋势也是长期可持续性的重要部分。

相对于投入更有效的食物,废除投入补贴将会提高肉类的价格。健康

状况也会减少发达国家对肉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消费者转变他们的饮

食习惯,吃更多的蔬菜和有机产品,生产者们就会积极地使用低环境损害的

技术。

与农业有 关 的 环 境 问 题 很 复 杂,不 能 简 单 地 由 成 本 内 生 化 政 策 解

决———尽管这些政策很有帮助。这主要需要消费行为的改变、生产技术的

改变、政府的价格和农业政策的改变来促成一个可持续的农业方式。随着

人口增长、土地和水资源影响的加剧,改善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将会上升。如

果没有足够的改变来提高可持续性,高产出的农业将不能满足21世纪的

需要。

总结

从1950年开始,食物生产就超过了人口数量,这使得全球人均消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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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增长。然而,食物的分配很不公平,大约8.5亿人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大多数适于耕种的土地已被开发,剩下很少的土地用于未来开发。产量持续

增长,但是将伴随着对环境更深的影响,包括水土流失、土质退化、农药和化肥

的径流。

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在下降。最近几年,基本食物的价格已经明显提高。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人均消费缓慢、停滞或者后退。获取食物

的不公平意味着基础农作物可以被奢侈作物或者出口作物取代,给贫困的人

和环境脆弱的土地带来压力。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显示,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对食物的需求增长

50%。由于可扩张耕地的有限性,这种需求将需要农业产量的极大增长。这

是对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挑战。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使其成为一项艰巨的

任务。

水土流失使得土地肥力衰退并带来显著的非农户伤害。面临短期的经济

压力,农民觉得对长期保护进行投资很困难。化肥的使用会引起大范围的河

流污染,还有过量的硝酸盐释放,这些将影响水供给和大气。杀虫剂的使用导

致抗药性物种的增长和对生态圈的其他负面影响。缺乏计划的灌溉会导致水

资源过度流失并产生污染,会对土壤造成更大伤害。

未来的政策必须保证农业的可持续性。作物轮作、间作、农林复合经营以

及综合害虫管理方法都可以在保持高产量的同时减少投入以及对环境的影

响。有效的灌溉和土地管理技术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需要适当的经济政策

才能被农民采纳。去除各种补贴以及提供关于环境保护的信息,必须伴随着

更公平、更有效的分配计划和消费方案。

问题讨论

1.在食品供给方面,哪些证据用于证明世界已经达到它的最大承载能力

这一命题? 一些分析学家认为世界的农业生产能力足够养活100亿的人口,

你认为这个推断正确吗? 尝试估计最大承载能力有用吗? 或者,我们是否应

该等待市场适应日益增长的食品需求?

2.农业对于环境的哪些影响服从市场的解决方案? 比如,考虑水土流失

的农业影响和非农业影响。哪些动机引发了对水土流失的控制? 私人动机能

做到何种程度? 政府政策能做什么?

3.怎样定义可持续农业的概念? 高投入农业具有可持续性吗? 有机农业

具有可持续性吗? 当前农业系统的哪些方面不是可持续的以及哪些政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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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可持续的问题? 你怎样评价这些政策的经济成本与收益?

注释

1.SeeBrown,2004,2011.
2.LesterR.Brown,“TheWorldIsClosertoaFoodCrisisThanMost

PeopleRealize,”TheGuardian,July24,2012,www.guardian.co.uk/envi-
ronment/2012/jul/24/world-food-crisis-closer/.SeealsoBrown,2004,2013.

3.Sen,2000.
4.Smil,2000.
5.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wfs-home/foodpricesindex/en/.
6.See,e.g.,Wise,2012.
7.FAO,2011.
8.SeeWise,2011.
9.See,e.g.,Conforti,2011;FAO,2003,2006.
10.FAO,2003;Pinstrup-AndersenandPandya-Lorch,2001.
11.SeeBrown,2004,chap.4.
12.U.S.Census,2012,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

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13.See,e.g.,Seckler,1994.
14.AgoodexampleofoptimismonyieldsisWaggoner,1994.
15.Foramorepessimisticviewofworldfoodsupplies,seeBrown,

2004,2011.
16.FAO,2006,5.
17.Pimentel,1993;Zuazoetal.,2009.
18.Oldemanetal.,1990.Fordetailedassessmentofsoildegradation,

seewww.isric.org.
19.SeeCleveland,1994;Martinez-Alier,1993.
20.See,e.g.,Hall,1993.
21.Wesselingetal.,1997.
22.See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0/04/100402-

aral-sea-story.Foranextensivediscussionoftheproblemsofirrigatedagri-
culture,seePostel,1999.

23.Harri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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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89.
25.RuttanandHayami,1998.
26.SeeCleveland,1994.
27.MyersandKent,2001,chap3;OEC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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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能源和资源





第11章 不可再生资源:稀缺和丰裕

焦点问题

● 非可再生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 金属、矿产和其他资源的价格会上涨吗?
● 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成本是多少?
● 经济动机如何影响非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利用?

11.1 非可再生资源的供应

地球上非可再生资源①(nonrenewableresources)的储量是有限的,如金

属和非金属矿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有些资源的供应比较充裕,如铁,而像

汞和银之类的资源则相对有限。全球经济正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消耗这些资

源,这是否会为我们敲响警钟?

当然,有限的非可再生资源不可能永远持续利用下去,但是非可再生资源

的利用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如资源的供需变化、资源利用带来的浪费和污染

等。本章主要分析非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动态性,重点关注矿产资源,对于诸如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将在第12章进行分析。

实物供应和经济供应

在第5章,我们考察了在资源数量和质量既定的假设下矿产资源在两阶

段的配置。由该简单模型得到的经济原理———使用成本②(usercosts)分析和

①
②

非可再生资源:有固定供应量的资源,如矿石和石油。
使用成本:与资源未来潜在使用损失相关的机会成本,来源于当期对资源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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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定价的“霍特林规则③(Hotellingsrule)”———虽然很重要,但更复杂的分

析应该考虑现实世界的条件。我们通常会看到不同品质的资源(比如铜矿的

不同等级),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资源储量的地点和数量。

非可再生资源的经济供给④(economicsupply)与实物供给⑤(physical
supply)不同。尽管位于地壳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实物供应有限,但我们不能确

切知道供应的数量。经济可采储量⑥(economicreserves)提供了最常用的方

法,如计算资源的利用年限。然而,三个主要原因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随时间

而改变:(1)随着时间推移,资源被开采和利用,资源储量减少;(2)随着时间推

移,新的资源被发现,资源储量增加;(3)价格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增加或

减少现有的经济可采储量。这些因素都会增加预测资源利用年限的不确

定性。

通过将地质方法和经济方法相结合可以将矿产资源(如铜)进行归类(见
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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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1976年美国矿业局和地质调查资料整理。
图11.1  非可再生资源的分类

从地质角度讲,按照可采量可以对资源进行分类,如图11.1水平方向所

示。确定性储量⑦(identifiedreserves)是已经知道数量和质量的自然资源。

其中,一部分是在20%的边际误差内测量⑧(measured)得到的,另一部分是基

于一定的地质原理预测或推断⑨(indicatedorinferred)得到的。另外,资源的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霍特林规则:陈述了在均衡时资源的净价格(价格减去生产成本)必须以与利率提高相同的速率提
高的理论。

(一个资源的)经济供给:基于当前价格和技术,一个资源可获得的数量。
(一个资源的)实物供给:可获得的资源的数量,不考虑开采的经济可行性。
经济可采储量:给定当期的价格和技术,一种资源在经济上可采伐的数量。
确定性储量:一种资源确定的数量,既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储量。
测量(储量):确定的资源,其采伐数量能够确切地知道。
预测或推断(的储量):确定的资源,其采伐数量不能确切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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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hypothetical)数量是尚未被发现但在一定的地质条件下可能存在的非

可再生资源。

经济因素体现资源分类的另一个方向,如图11.1纵列所示,经济上最有

利可图的资源位于图的上方,品质较高并适合开采的资源被界定为经济储

量(economicreserves)(图11.1阴影部分),非经济资源(subeconomicre-
sources)是指那些因开采成本过高而难以产生生产价值的资源,然而,随着价

格上涨或者开采技术水平的提高,开采这些资源也可能会产生经济利润。需

要注意的是,尚未被发现的资源不能被纳入经济储量中,因为其品质是不确

定的。

一个衡量非可再生资源可用性的指标是静态储量指标。静态储量指数

(staticreserveindex)简单地用经济储量除以当前的年度消费以估算资源的

利用年限(resourcelifetime)。

资源的预期利用年限=
经济储量

年度消费量

资源储备可以在地质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扩展,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

怀疑采用静态储量指标的可靠性。当前的资源消费并不能完美地预测未来消

费量,因为随着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增长,可以预测,未来非可再生资源的消费

将增加———尽 管 资 源 替 代 品、消 费 模 式 的 改 变 以 及 资 源 的 回 收 利 用

(recycling)可 能 会 影 响 资 源 增 长 的 速 度。指 数 储 量 指 标(exponential
reserveindex)假设资源消费随时间推移以指数形式增长,这便加速了资源

耗竭。

1972年运用静态和指数储量指标得到的计算结果表明,主要矿产资源将

会在几十年内被耗尽。预测显然不能被证实,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新的资源

发现和开采技术增加了资源储量。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资源耗竭的预

测,即使储量扩张,地球上的非可再生资源储量终究还是有限的。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资源消费、新技术和新的资源发现如何影响价格以及

价格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未来资源供给与需求的模式。为了对这些问题

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关于非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更复杂的经济理论。









假定(的资源):资源不能被肯定的确定的数量,但是假设其存在。
经济储量(经济可采储量):给定当前的价格和技术,一种资源在经济上可以采伐的数量。
非经济资源:用来描述那些利用当前的技术和价格不能有效被开采的资源。
静态储量指数:资源的经济储量除以资源当前使用率。
资源的利用年限:一种资源的经济储量在预期消费率下能够预期持续的年数。
回收利用:将废物作为投入品利用于生产过程。
指数储量指标:基于成倍增加消费的假设,对一种关于矿产资源的可用性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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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非可再生资源利用的经济学理论

哪些方面决定了非可再生资源开采和利用的速度? 经营矿产或其他资源

开采的个体企业按照资源租金(resourcerents)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考

虑一家经营铝土矿的企业,假如该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是价格接受者

(pricetaker)。以市场价格销售其产出,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控制力,然而,

该企业在任何时点上都可以决定资源开采的数量。

一般而言,随着资源越来越多地被开采,开采的边际成本将增加。很明

显,若边际开采成本(marginalextractioncost)的上升超过了市场价格,便不

值得生产铝土矿。只有价格至少等于边际成本时,生产才是有利可图的。与

其他竞争性企业均衡选择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不同的是,资源开采型企业一般

都选择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见图11.2)。尽管企业可以从生产最后几

单位的产品中获得少量利润,但企业会选择延缓资源开采,直到生产的产品有

更高的利润,因此,并非在Qm 处实现当前利润最大化,而是为实现长期利润

最大化在Q*处生产。企业放弃的当前利润(阴影面积A)将超过未来更高利

润的补偿。

��

A

�F

MC

Q* Qm

P

  资料来源:Hartwick和Olewiler(1998),为非可再生资源开采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更好的议题。

图11.2 非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决策

除了对未来价格和成本的预算外,利率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由于

企业以创造更多的即期利润并以较高的利率对所获利润进行投资,因此,更高

的利率会激励企业增加当前的生产。但是,产量的增加将压低当前资源的价





资源租金:从稀缺资源的所有权中提取的收入。
价格接受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卖者,其不能控制产品的价格。
边际开采成本:开采额外1单位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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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同时减少可得资源的储量,提高预期的未来价格。这些因素将会改变企业

的未来产量。

正如第5章所阐述的,调整的预期结果是,当企业资源租金的增长率等于

利率时,即满足霍特林法则时,市场便会达到均衡。需要注意的是,霍特林法

则满足净价格(netprice)(市场价格减去开采成本)的增长率等于利率,而非

市场价格。因此,单纯的市场价格信息并不能充分检验霍特林法则的有效性,

开采成本和暂时会使资源租金偏离霍特林法则的外部因素,这两个信息也要

考虑到。

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资源价格、开采成本和其他变量的变化趋势来检验霍

特林法则的准确性。1998年的一篇文章总结了霍特林法则的实证检验结果

并进行了如下分析:

非可再生资源的经济理论与观测数据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如果可能的话,所

得结果的有效性使之很难做出对价格和开采成本总体影响的一般性预测。

这篇文章注意到,新的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迄今足以避免非可再生资源

日益增长的经济稀缺性。然而,即使过去的增长与资源需求的增长保持一致,

我们也不能确定这种现象将无限持续下去。非可再生资源的管理依然需要

改进。

鉴于这些资源和服务的公开使用和公共物品的属性,为了防止资源的低效率,市

场干预是必要的。正因为这样,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交互影响和全球公共资产

管理的细节,对非可再生资源利用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关注将持续增加。

非可再生资源管理很少存在争议性的原因是高品级的资源往往会被优

先开采。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企业拥有两个铝土矿,一个档次高,另一个档

次低一些。由于品质高的资源的边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那么现在生产便

会得到较高的利润。开采低品质储备的成本投入明显较高。即使现在开采

低品质矿产的边际利润为正,而等到资源的市场价格上涨或者更先进的技

术降低开采成本时,再开采等级低的资源则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当前经济不可行的资源(见图11.1)在以后会变成经济可行的资

源,随着经济可采储量的增加,开采也会减少非可再生资源的实物储量

(physicalreserves)。

在非可再生资源开采的早期阶段,高品质资源的供应可能是充足的。随




净价格:资源的价格减去产品的成本。
实物储量:资源确定的数量,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非经济的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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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开采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起初我们预期资源价格会随着资源开采的急剧

增加而下降,这可在图11.3的第Ⅰ阶段反映出来。该图展示了长期内非可再

生资源利用框架(resourceuseprofile)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被开采资源储量的

价格路径(pricepath)和开采路径(extractionpath)。

在第Ⅱ阶段,资源价格相对稳定,尽管需求的增加会推高价格,但新的资

源发现和技术进步会通过降低价格来抵消需求对价格的影响。在第Ⅲ阶段,

需求开始逼近资源的上限,价格逐步上升,早期阶段经济不可行的资源储量变

得经济可行。技术进步并不能够缓解日益加剧的资源稀缺。

在第Ⅳ阶段,随着资源进一步耗尽,价格的上升开始抑制需求,最终资源

价格会达到溢价(chokeprice),此时,资源的需求量降为零。在到达溢价点

之前,生产商将开采并销售完所有经济可采资源储量,尽管一些经济不可行的

实物储量仍是可得的。随着资源达到溢价,寻求合适的替代资源和提高资源

回收利用率的激励将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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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HartwickandOlewiler,1998.
图11.3 假定的非可再生资源利用框架

对于诸如图11.3的资源框架是否可以应用于大多数矿产资源的分析,目

前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可以应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当前处于阶段

Ⅰ、Ⅱ、Ⅲ还是Ⅳ中? 我们预测价格是下降、稳定还是上升? 下一部分,我们将

探讨这些问题。






资源利用框架:资源随着时间推移的消耗率,典型地应用于非可再生资源。
价格路径:随着时间推移资源的价格,典型地应用于非可再生资源。
开采路径:随着时间推移资源的开采率。
溢价:需求数量等于零时,在需求曲线上最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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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全球稀缺还是充裕?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经典研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贯穿整个20世

纪中叶,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同时,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

稳定增长,这与图11.3的阶段Ⅰ和阶段Ⅱ一致。以下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

趋势:
(1)持续的资源发现;
(2)资源开采技术的提高;
(3)资源替代(resourcesubstitution),比如,用塑料代替金属的使用。

20世纪的下半叶,矿产资源的价格一般都有所下降或者保持稳定。然

而,从2004年开始,由于全球需求的急剧增加,许多矿产资源的价格增长迅

速。图11.4反映了几种常规矿产资源铜、铅、锌的价格变动趋势。在金融危

机爆发后的2008年和2009年,价格明显下滑随后又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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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不同年份的矿产品概要。

图11.4 1996~2012年几种矿产资源的价格变化趋势

基于当前的价格上涨趋势,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价格路径是否已进入第三

阶段? 未来的资源价格预期是否继续上涨? 一个方法便是观察矿产储量的数

据。尽管全球矿产资源的开采量依然在增加,但是事实上,很多矿产资源的储

量都已达到临界水平,正如图11.5所示。

 资源替代:在生产过程中,一种资源可以替代另外一种资源,如在电线中铝代替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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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不同年份的矿产品概要。

图11.5 1996~2011年几种矿产的全球经济储量

表11.1根据当前的经济储量展示了大多数矿产资源的预期使用年限。

静态储量指标表明,一些矿产资源的供应比较充裕,如锂、铝和铜,与此同时,

诸如铅、锡、锌之类的资源储量仅够满足20年的需求。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

的,由于不能将新的资源发现、需求变化及技术进步考虑在内,静态储量指标

的应用具有局限性。举例来说,尽管锌的当前储量仅能满足全球20年的需

求,但是图11.5显示近年来锌的储量一直保持稳定。

表11.1 几种矿产品的预期利用年限

矿产资源
2011年全球产量

(千公吨)

全球储量

(千公吨)

预计资源利用年限

(静态储量指标)

铝  220000 29000000 132

镉  22 640 29

铜  16100 690000 43

铁矿石 2800000 80000000 29

铅  4500 85000 19

锂  34 13000 382

水银 2 93 47

镍  1800 80000 44

锡  253 4800 19

钨  72 3100 43

锌  12400 250000 20

  注:铝的数据来源于用于铝土矿的铝,铝土矿是铝的主要来源。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不同年份的矿产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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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短期内全球矿产供给并不会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

必担心未来的供给问题。根据近期的分析:

全球矿产储备可满足未来50年的矿产需求,至少从理论上是这样的。当前预计

的全球矿产储量是年度产量的20倍~1000倍,这依赖于商品的利率。确切来讲,什

么时候供给将成为主导因素是很难预料的。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供给成为主导因素

会因商品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严重依赖于工业能源的形式和成本。事实上,很多人

预言矿产资源将在2000年以前出现短缺,这些关于矿产资源预测的失败已经导致了

未来世界矿产资源供给的自满心理,并可能导致我们误解这些储量数据。

尽管矿产储量看似很丰富,能保证未来50年的供应,或者说将矿产储量看作单

一的全球数据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些储量是由很多单独的

资源储备构成,这些储备必须置于当地的环境中,同时也是当地环境的一部分,受不

断变化的地质、工程、经济、自然条件和政策的约束。

英国地质调查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同时也提到了环境影响的潜在问题。

亚洲和南美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和对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推动了金

属和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加。人类因素,比如地缘政治、资源民族主义以及罢工和冲突

等事件,是最可能中断资源供给的因素。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消费者应关注供给风

险,注重地球资源 供 给 的 多 元 化、资 源 的 回 收 利 用 的 必 要 性 以 及 初 始 消 费 的 环 境

影响。

除了关注资源耗竭外,矿产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将

具体分析采矿的环境影响。

11.4 资源开采的环境影响

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产品的价格应该反映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外部成本)。为减少采矿对环境的影响,有些规定已经开始实施。
矿山开采的全部社会和环境成本并未包含在矿产品的价格中,因而需要

将产品的私人和社会边际成本纳入其中。
表11.2介绍了一些关于矿产开采对环境影响的内容。当矿产从地壳中

开采出来时,必须经过处理将有经济价值的成本分离出来。没有价值的废弃

物,也就是尾料(tailings),通过河流、湖泊渗透到地下水或者被风吹到空气

中,污染生态环境。矿产资源的提炼[被称为冶炼(smelting)]也会对环境产

生破坏,包括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见专栏11.1)。




尾料:采矿作业中不需要的材料,往往是有毒物质。
冶炼:从金属矿变为金属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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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矿产开采潜在的环境影响

活动 潜在影响

矿山开采

植被、动物栖息地、人类居住地和其他地貌遭受破坏(地表采矿)

地面沉陷(地下采矿)

水土流失加剧;河道淤塞;废弃物;酸雨以及河道和地下水的重金属污染

矿物堆积 废弃物(尾料);有机化学污染物;酸雨和重金属污染

矿产提炼
空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硫、砷、铅、镉以及其他有毒物质)

产生废弃物(矿渣);生产能源的影响(用于矿物生产的大部分能源都进入提炼环节)

  资料来源:Young,1992年。

专栏11.1 不列颠哥伦比亚冶炼厂承认水污染

2012年9月,加拿大矿业巨头特克资源(TeckResources)承认其位于

不列颠哥伦比亚特雷尔(Trail)地区的冶炼厂对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长

达100多年的污染。该声明是为了回应美国土著部落提交的诉讼。

确切地说,公司承认如下非法排放:“特雷尔向哥伦比亚河排放了固

体废弃物、炉渣和废水,该污染物被带到华盛顿州的其他地区,并且其中

的有毒物质(美国环境法案下)被释放到大气中”,DaveGodlewski(特克美

国环境与公共事务部副主席)说:“这是我们都达成一致的,我们并没有谈

论排放的量及排放物的影响,我们只是承认在美国的排放造成了污染。”

美国环境保护局估算清理污染的成本多达10亿美元。2006年,特克

与环境保护局就潜在损害达成协议,预计2015年前将完成评估事宜。

资料来源:加通社,“矿业巨头承认污染美国水资源,”CBC新闻,2012
年9月10日。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经济分析去评估采矿的外部成本。采矿导致重大环

境影响的案例包括:
(1)秘鲁亚马逊的金矿开采:小规模的金矿开采利用有毒水银从矿石中提

取金矿,矿山开采除了影响人体健康外,至少2000平方英里的森林也遭受

砍伐。
(2)瑙鲁的磷酸盐开采:这个小岛国约80%的面积都被大规模开采。截

至2000年,磷酸盐储量已近耗竭。这个小岛不仅饱受环境灾难,采矿收益的

信任基金也由于投资和腐败近乎亏空。
(3)菲律宾铜矿开采的灾难:1996年,铜矿开采所剩的尾料筑坝出现问

题,堆放了160多万立方米的污染废弃物,这些污染物严重污染了波克河,该
国宣布这是一场重大的环境灾难。

另一个环境问题是废弃矿产的污染。以美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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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地区有很多废弃矿山。这里有些地区正在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
主要是酸雨以及矿产流入小溪与河流带来的水污染问题。政府在处理废弃矿山问题

上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地区会进行公共开垦,但是可用基金的局限性阻碍了资金的充

分利用。来自矿产资源的可用资金数额远低于需求量。

采矿政策改革

美国矿产开采的主要法律是《1872年通用矿产开采法案》(General
MiningActof1872),并且自19世纪中期以来很少修订,该法案允许在公共

土地上进行矿产开采,而且不需要向政府部门缴税。只要每年缴纳100美元

的开采请求费就拥有开采矿产的权利。个人或企业以每亩5美元的价格就能

购买公共土地———该价格是1872年制定,之后从未调整过。自从法案通过以

来,至少有300万亩的土地,即相当于康涅狄克州的面积被采矿集团购买。尽

管之后颁布了很多法令,但都没有包含环境损害的条款。一些力图修改该法

案的尝试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见专栏11.2)。

专栏11.2 采矿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刺激美国西部的发展,美国制定了《1872年通用矿产开采法案》,给
予矿产开采高于开采其他用途联邦土地的优先权。开采铜、金、铀和其他

矿产要覆盖数百英亩,因此,不论潜在的环境影响如何,该法案极难限制

矿山开采。近年来矿产价格上升,刺激了采矿请求的增加。

俄勒冈州的Chetco河就是一个例子。这条清澈的河流盛产野生鳟鱼

和鲑鱼。1998年,国会指定该河为国家级自然景区,即为了当代和后代人

的利益而进行保护。但是,如今Chetco河也受到开采金矿提案的影响,这
些提案中的开采长度几乎是Chetco河(约55英里长)的一半。吸泥机将

清空河底以寻找黄金,这将使水变浑浊,并且破坏鲑鱼产卵所需的干净砂

石。尽管Chetco河目前属于自然和风景性河流,但由于1872年的法案,

美国林业局没能阻止采矿行为。

正如前美国林业局主席迈克尔·P.道柏克于2008年向参议院委员

会解释的那样:“不管环境影响如何严峻,在当前1872年采矿法案的框架

下,几乎不可能阻止采矿活动。”

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报告,西部40%的河流受到采矿污染。2006年由环

境小组对25个西部矿山的分析推论,3/4以上的采矿会引起水污染。在采

矿法案下,矿山所有者可以遗弃矿山而不需要为引发的环境损害承担任何

责任。美国环保局估计,清理废弃矿点要花费200亿~540亿美元。

 《1872年通用矿产开采法案》: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律,该法律规范了联邦土地上经济矿物质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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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该法案的潜在改革包括:基于环境影响的全面审视赋予政府阻止

矿山开采的权利,明确经营矿山的环境标准,矿山经营者支付矿山清理费

用,征收反映市场价值的特许权费用。到目前为止,由于来自以开采业为

主的州的立法者的游说和反对,改革的提案以失败告终。

资料来源:HughesandWoody,2012.

一个矫正环境污染的政策是第3章探讨的庇古税。然而,由于涉及很难

精确测算采矿污染的问题,按采矿污染比例征税的方法难以实行。当然,以矿

产产出为依据进行征税,而非直接按照污染物征税也是一种替代的方法,但是

该提议的问题是,对于既定的产出水平,企业没有减少污染物的动机,因为这

两种情况下的纳税金额是一样的。

不是税收,而是在许可矿山开采前,要求企业发布债券以防出现环境损害

时对公众进行补偿。债券金额需要能够赔偿企业潜在的清理成本。比如,科
罗拉多州要求经营金矿的企业支付230万美元的现金债券作为清理费用,但
是当1992年企业破产时,不能支付的债券高达1.5亿美元。

有效标准和管理要求可能是解决矿产污染问题的最好方式。监督矿区附

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可较早地确定污染问题,更严格的规章可以规范尾料经

营标准。此外,提高金属产品的回收利用率可以限制资源开采活动。下一章

节,我们将考察回收利用的潜力。

11.5 循环利用的潜力

在图11.3资源利用框架的第Ⅰ和第Ⅱ阶段,由于原始资源(virginre-
source)价格不断下降,因此,资源回收利用的动机较小。但是在第Ⅲ阶段,当
价格开始上涨并且需求持续走高时,资源回收利用就具有经济上的吸引力。

随着时间推移,第Ⅲ、第Ⅳ阶段的资源开采成本不断上升,来自回收材料的需

求比例将不断增加。第Ⅴ阶段,资源开采不断降低,由于有效的资源回收,矿
产需求的总供给也不会减少。

图11.6进行了相应阐述。虚线表示不考虑回收利用时的资源开采路径,

这与图11.3相似,但是仅适用于第Ⅲ和第Ⅳ阶段。现在考虑资源回收利用的

效应,从第Ⅲ阶段开始,由于原始材料的获取相对便宜,资源的回收利用较低。

但是,随着原始资源开采成本的上升,需求持续增加,更多的总供给将来自回

 原始资源:与采用循环材料相反,从自然中获得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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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利用的材料。最后,总供给中大部分来自回收资源而非原始资源。需要注

意的是,资源回收使我们能够对原始资源利用的时间更长,尽管比率较低,资
源回收利用还可以促进资源供应的稳定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和较高的回收

率将推迟资源溢价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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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资源回收利用对原始资源开采路径的影响

如果价格能够反映环境外部性的话,资源循环利用将更早发生。一般来

讲,用回收资源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更小。比如,从回收利用的饮料罐得

到铝要比直接从铝土矿提炼铝少用90%~95%的能源。因此,基于环境外部

性的税收将增加回收利用资源的相对优势。

原始资源的另一种替代是支持资源(backstopresource),其含义是能够

替代原始资源但价格更高的资源。因此,我们可以将溢价视为用支持资源进

行生产比原始资源生产更便宜的价格。若存在有效的资源回收利用,向支持

资源的转移会被延迟或可能取消。

当前回收利用的资源降低了初始资源利用的成本。当然,循环利用的过

程本身也要耗费成本,包括回收设施、人力和运输产生的资本成本与能源成本

等。因此,详尽地检验回收利用的经济性及资源利用的效应是非常有意义的。

循环利用的经济学原理

理论上,有效地循环利用可以显著延长许多非可再生资源的生命周期,然

而,资源的循环利用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物理局限性。

热力学第二定理(secondlawofthermodynamics)(渐增的熵原理,第7
章)意味着完全的循环利用是不可能的。在产品制造、使用和回收利用过程中





支持资源:是一种替代资源,在原材料达到一个较高的价格水平后,该资源可以成为一个可行的替
代方案。

热力学第二定理:该物理定理表明所有的物理过程都导致可获得资源的减少,也就是熵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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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发生损失和折旧。此外,循环利用要求投入新的能源。从经济学角度来

讲,决定回收利用何时在物理上可行和在经济上具有优势,我们必须将回收利

用的成本与原材料成本进行比较。

图11.7从产业和社会福利的视角展示了循环利用的经济学原理。x 轴

代表回收材料占产业需求的比例。该分析假设回收材料的边际成本(MCr)

起初较低,但越接近于理论上的100% 回收利用率时,增加回收材料所占比重

会变得非常困难且昂贵。由于最便宜的资源储备会被优先开采,起初,开采原

始资源的边际私人成本(MPCv)相对较低。随着地下资源储量埋藏得越深或

品质越差,开采成本不断提高。(MPCv 曲线应该从右往左看,表明在较低的

回收利用供给水平上原始材料的利用逐渐增加。)

MPCv

DK�� MSCv MCr

60%40%0% 100%
����+�4!�

图11.7  资源回收的边际成本

从左至右进行观察,只要回收利用的边际成本低于原始资源的边际成本,

增加对回收材料的依赖就是有意义的。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对回

收材料的依赖度达到整个供给的40%时,产业部门可实现成本最小化。

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依然需要考虑环境的外部性。MSCv 曲线代表开

采原始资源的边际社会成本,MSCv 和MPCv 的差代表与原始资源开采相关

的额外的环境外部性。因此,社会最优水平依赖于占总供给60%的回收利用

资源。通过对资源开采征税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随着回收资源对原始资源的替代,产业部门对回收利用的依赖度将进一步

提高。

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的政策

即使缺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政策,金属材料的回收利用也有了极

大的发展。2011年,美国大约65%的金属消费来自回收的废弃物。如图11.8
所示,锌、铜、锡的回收率在30%左右,镍、铝约50%,钢铁的回收率近70%,

而铅的回收率在80%左右,这极大地减少了有毒铅的残余物对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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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USGS,2012。

图11.8 2010年美国金属废弃物消费所占份额

从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和减少经济与环境成本的角度来说,这些回收利

用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全球的金属回收利用率能够达到50%以上,资源的

利用年限将是仅仅依靠原始矿产资源的两倍。此外,金属采矿和制造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以及废弃物问题也将有显著改善。

哪些政策能够更好地推进非可再生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呢? 增加资源回

收利用的可选择性政策包括如下内容:

(1)改变资源被迅速开采的公共政策。政府往往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矿产

资源开采权,正如前文提到的,《1872年通用矿山开采法案》绝对需要改革。

稀缺资源的较低价格不仅会减少收益,而且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成本的

增加。

(2)对初级资源产品征税。如图11.7所示,通过税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可以增加回收材料的应用。然而,由于原始资源的成本仅代表最终产品的一

小部分,单独征税对消费模式的效应也许是有限的。
(3)将回收利用的市场激励措施与促进回收系统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

发展的具体举措结合起来。技术封锁(technologicallock-in)的现象表明,若

一个产业部门已经具备一定的厂房、设备(此处指应用非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技

术),则技术封锁会导致该产业部门重复投资。从一个产品体系到另一个产品

体系的产业转移需要巨额费用和有效的初始资金。税收激励、对回收利用技

术的支持以及政府采购(governmentprocurement)———保证政府对循环材

料一定需求的规划,都有助于这个过程的启动。

(4)推进循环利用的市政规划与公共机构。路边回收车为消费者和企业

回收利用废弃物提供了方便。社区可以通过销售再循环材料和减少废弃物支





技术(社会)封锁:尽管可以获得更有效和更便宜的技术,在工业或者社会中继续使用给定技术的
趋势。

政府采购:保证政府对产品和服务一定需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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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收回路边回收车的成本。即使这些规划需要补贴,这对地面环境也是有益

的。市政回收机构是废弃物处理的主要部门,该部门从废弃物中获取金属和

其他材料而不是从矿产储量或其他原始资源中获得(该主题将在第17章中详

细阐述)。循环材料的供给增加有助于降低价格,价格的降低使生产厂商更愿

意将其作为投入品。
(5)消 费 者 激 励,如 收 集 不 可 回 收 垃 圾 的 返 还 体 系(deposit/return

system)和按袋支付的规则(pay-by-the-bagrules)。这些规则使消费者能够

从资源循环利用中得到资金激励;若不能,则被征收一定的费用。总而言之,

如果将消费者激励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其他制度机制(如路边回收车或者是为

促进回收要求厂商对不同材料分类的相关规章)相结合,消费者激励往往是更

有效的方法。

推进非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对生态环境大有裨益。金属

的循环利用减少了矿产开采的需求,塑料的循环利用减少了对石油产品的需

求,正如第14章所论述的,纸张的循环减少了对森林的压力。

然而,能源资源不能被循环利用,并且原始资源的开采和再循环需要能

源。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有用能源在使用后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废弃物。

正因如此,在资源利用的分析中,能源备受关注。以下章节将分析资源利

用的周期,包括资源消费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第12章关注能源资源,第

13章~第15章考虑非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学原理,第16章分析污染控制

政策。

总结

非可再生资源供给有限,但可用储量可以通过新的发展和技术进行扩张。

对主要非可再生能源耗竭的担忧尚未得到证实。尽管对非可再生资源的需求

不断增长,但新的发现和技术的改进增加了主要矿产的储量。

尽管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段,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价格有所下降或保持稳

定,但是近年来价格有所上升。由于很多矿产资源储备已达历史最高水平,这
是否意味着资源稀缺很难断定? 即使储量充分,为解决环境影响的问题,依然

需要先进的矿产资源管理。采矿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毒废弃物,并对土地和

水资源产生大量的环境负外部性。将环境资源修复的全部成本内部化,有助

于转向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回收利用,而非增加原始资源的消费。

目前,美国约65%的金属产品使用回收的废料。尽管完全回收利用是不可

能的,但是大部分金属产品的回收利用率可以大幅增加。除了延长非可再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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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使用年限,回收利用可以极大地减少与原始资源生产有关的环境损害。

推进回收利用的公共政策,包括提高在公共土地上获取矿产的特许使用

金,通过对原始资源利用征税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发展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回

收利用产品实行政府采购。

问题讨论

1.非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是主要问题吗? 什么类型的实物和经济措施与

理解该问题相关? 措施中的哪些方法是具有误导性的? 你认为与非可再生资

源相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如图11.4所示,你预计矿产资源的价格会持续上涨吗? 你认为哪些因

素会决定未来矿产资源的价格?

3.一些对于市政回收规划的批评人士认为,由于这要花费比基本污染处

理更高的成本,市政回收规划是不经济的。你会采用哪些经济因素去评价该

争论? 终端用户回收动机与利用回收材料的厂商动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在

产品回收利用的不同阶段,环境成本是怎样被内部化的?

注释

1.Meadowsetal.,1992.
2.Krautkraemer,1998,p.2102.
3.Ibid.,p.2103.
4.BarnettandMorse,1963.
5.Kesler,2007,p.58.
6.BritishGeologicalSurvey,RiskList2012,www.bgs.ac.uk/mineral-

suk/statistics/riskList.html.
7.Darmstadter,2001,p.11.
8.Ashe,2012.
9.http://en.wikipedia.org/wiki/Phosphate_mining_in_Nauru/.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copper_Mining_Disaster/.
11.BuckandGerard,2001,p.19.
12.GeneralAccountingOffice,1989.
13.BuckandGerar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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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ewJersey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www.state.nj.
us/dep/dshw/recycling/env_benefits.htm.

15.SeeAckerman,1996,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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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能源在经济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特殊角色?
● 当前和未来的能源需求如何?
● 是否存在能源短缺的危险?
● 我们能否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体系转变为可再生能源体系?

12.1 能源和经济体系

能源对经济体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对所有生命亦是如此。在阳光无法触

及的深海层,体态巨大的多毛虫和其他奇怪的生物在通风口处形成集群,地球

内部的能源推动了它们的代谢过程。地球表层和浅海层的所有植物都依赖阳

光,而所有动物均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人类对能源的需求更是重要,在现

代经济中一些要求被忽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能源资源仅占5%
的经济产出,但是,剩余95%的产出绝对依赖能源投入。

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中,人类对能源的依赖更为明显。当然,人类对食物

卡路里的需求更是依靠能源投入。传统农业本质上是捕获太阳能①(solaren-
ergy)以供人类使用的一种手段。存储于木柴中的太阳能满足了家庭取暖、做
饭的基本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并趋于复杂化,能源需求急剧增加。从历史观

点上讲,由于木柴和其他生物质能②(biomass)的供给不足,不能支持不断发

展的经济,人类转向水能③(hydropower)(也是存储太阳能的一种形式),随后

是煤炭,再后来石油和天然气成为主要的能源资源。20世纪50年代,核能被

①
②
③

太阳能:有太阳持续不断提供的能量,包括直接太阳能和太阳能的间接形式,如风能和潮汐。
生物能:木头,植物和动物废料提供的能源。
水能:从流动的水产生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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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到能源体系中。
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均伴随着从一种主要能源向另一种典型能源转型④

(energytransition)。现今,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工业经济中最主

要的能源来源。21世纪,能源来源的下一个巨大变革———从非可再生的化石

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已经悄然开始。这次转型受多种因素驱动,包括对环

境影响(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注、化石能源供给的限制以及价格。
政府政策对这次转型的性质和速度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的能源市场与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高效无管制的市场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事实

上,能源市场接受大量补贴并受到严重限制,每年全世界政府对化石能源的补

贴约共有5000亿美元,与其相比,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就相形见绌了。(更多

关于能源补贴的信息,见专栏12.1)。

专栏12.1 化石燃料补贴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分析,全球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大约是分配给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12倍。2009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为430亿~
460亿美元,补贴主要采用税收抵免和上网电价的形式。与此同时,国际

能源组织估计,政府支出用于补贴化石燃料的费用约为5500亿美元。

G20国家已经同意在中期逐步停止化石能源补贴,但是进展缓慢,也
没有设定具体的目标日期。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正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

支持,2009年,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最高的是德国的税收抵免,补贴金额近

100亿美元,其他欧洲国家的税收抵免共100亿美元。

美国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约180亿美元,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提供

20亿美元补贴,尽管该数值看似很低,但并没有包括国有银行为可再生能

源项目提供的低利率贷款的金额。

资料来源:Morales,2010.

一般而言,能源价格不能反映负外部性的成本。正如第3章所讲,经济理

论表明,产品应该按照外部性损害征税。在能源市场的例子中,外部性几乎没

有被完全内部化,取消扭曲性补贴、推行合理的外部性税收能显著加快从化石

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尽管获得不同能源资源“权利”的价格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关于能源的以生态为导向的不同视角。生态经济学派的理论家将能源看作经

济发展的基础,并专注于重点区分化石燃料储备的非可再生存量⑤(nonre-

④
⑤

能源转型: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的一次全面的能源消费转型。
非可再生存量:见“非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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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ablestock)与太阳能的可再生流量⑥(renewableflow)。从这个角度讲,

自18世纪以来,从煤炭开始,密集使用化石燃料的时期是一次性、不可复制的

幸运时期,在此期间,有限的高品质资源储量被迅速开采。

很明显,化石燃料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地方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但是这

样的发展不可能被普遍遵循。假如世界上每个人都以平均美国人的速度消费

化石燃料,即使有充足的化石燃料供应,那么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增加大

约4倍。幸运的是,地球每小时接受的太阳能可满足人类一整年的能源需求。

这一数字是理论上的,太阳能的捕获和利用是通过诸如风能或生物质能源等

资源进行,这便涉及成本和局限性,然而,可再生能源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利用可再生资源流量而非耗竭性资源存量发展我们的经济,体现了可持续发

展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很多资本储存⑦(capitalstock)和基础设施均基于化

石燃料的利用,因此,依赖化石燃料的转型将涉及大量重建和新兴投资,尽管私

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政府政策的转变对促进转型也是非常有必

要的,这表明将能源利用作为核心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加以重视的合理性。

12.2 能源评价

我们因不同目的而从各种来源中获得能源。图12.1a表明了全球消费的主

要能源,可以看出,世界能源中有81%来自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生物能源提供了超过10%的世界能源,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与其不成比例的

份额。在大多数方面,美国的能源份额与全球能源比例类似,如图12.1b所示。

只不过美国稍微更多地依赖化石燃料和核能,更少地依赖生物质能。美国和全

世界一样,都拥有2.5%左右的水电,1%左右的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

本章的目标之一是分析当前的能源供给结构是否合理,以及在未来可能

需要何种转变。但是首先需要考虑我们该如何评价各种类型的能源,这将有

助于理解为什么当前的能源结构是按照图12.1b分配的。我们考虑评价不同

能源类型的五个标准:

价格:这也许是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种特定能

源的平均价格及其随时间推移的变动。正如预料的那样,我们对化石能源的

严重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价格因素驱动的。

⑥
⑦

可再生流量:随着时间推移,可再生能源能够不断提供的数量,例如每年都可以获得的太阳能数量。
资本储蓄:在一个给定地区的资本存量,包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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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组织,2011b。

图12.1a 2010年全球能源消费,按照来源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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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2011a.
图12.1b 2010年美国能源消费(按照来源划分)

可得性:化石能源的供给有限,本章后文将考虑我们是否存在耗尽化石能

源的危险。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不会被耗尽,但其可得性具有地理可变

性,并且随时间和季节而波动。
环境影响:分析不同能源的环境影响应该考虑整个生命周期的影响。例

如,对于煤炭,我们应该考虑与煤炭开采有关的环境影响,燃烧煤炭产生的环

境污染、燃煤电厂的废弃物处理以及发电厂的最终停运。
净能源:产生能源需要消耗能源。比如,勘探、开采和加工原油所需的能

源应该从所获得的能源中扣除,以确定净可用能源。净能源通常表示为用于

最终消费的可得能源与生产所需投入能源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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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不同类型的能源可能更适用于特定用途。例如,石油更适用于机

动车辆,核能主要用于发电,地热能更适合于建筑采暖。

净能源和能源资源的适用性

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能源的价格、可用性及环境影响。首

先,我们探讨其余两个因素:净能源和能源的适用性。

如果净能源可表示为一个比值,则更高的值意味着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

可用能源而不需要投入大量其他能源。表12.1基于美国的数据表明了不同

能源类型的净能源比例,可以看出,化石燃料的净能源比例在页岩油(富含烃

岩中开采的石油)的5至煤炭的80之间变动,水电的净能源比例更高,超过

100,核能、风能和光电池的净能源比率适中。

表12.1 各种能源资源的净能源比值

能源资源 净能源比值

石油(全球) 35

天然气 10

煤炭 80

页岩油 5

核能 5~15

水电 >100

风能 18

光电池 6.8

乙醇(甘蔗) 0.8~10

乙醇(玉米) 0.8~1.6

生物柴油 1.3

  资料来源:MurphyandHall,2010.

净能源比率最低的是某些生物燃料。事实上,生产玉米乙醇投入的能源

大致等于得到的能源。这意味着,若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基于净能源比率的

标准,乙醇(玉米)并不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能源选择,尽管其他生物燃料可能

达到更高的净能源比率。

能源统计学通常将能源利用在经济中的4个部门进行划分:交通、工业、

居民生活和商业以及电力。不同能源适用于不同的部门。表12.2表明美国

经济中的每个部门所用的三种主要能源。交通部门严重依赖石油,石油满足

了美国94%的交通需求,石油更适合于交通部门是因为石油具有较高的能源

密度并且相对易于存储,但是石油在其他能源部门的使用并不太普遍。工业

部门依赖同等的石油和天然气,化学制造业、农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对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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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的需求最高。居民生活和商业部门依赖的天然气占非电力能源需求的比

例约为3/4,且多用于供热。

表12.2 2010年美国各部门的能源消费

部门

交通 工业 居民生活和商业 电力

美国总能源消费占比 28% 20% 11% 40%

主要燃料资源 石油(94%) 天然气(41%) 天然气(76%) 煤炭(48%)

次要燃料资源 生物质能(4%) 石油(40%) 石油(18%) 核能(21%)

第三燃料资源 天然气(2%) 生物质能(11%) 生物质能(5%) 天然气(19%)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2011a.

美国电力部门大约一半的电力来自煤炭,核能和天然气约各占20%;可

再生能源在电力部门最为普遍,近10%的美国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是

水能和风能;生物能源供给占工业能源消费的10%,占居民生活和商业能源

消费的5%。

12.3 能源趋势和预测

世界能源需求增长迅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将持续增加。如

图12.2所示,1965~2011年,全球能源消费大约增加了3倍,而在此期间,世
界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因此,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一半可以归因于人口的增

加,另一半则归因于人均的更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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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2012.
图12.2 1965~2011年世界能源消费(按照来源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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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能源需求伴随着所有类型的能源利用的扩张。1965~2011年,煤
炭的能源消费增长了161%,石油消费增长了189%,水电消费增长了278%,

来自天然气的能源消费增长了395%。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自1990年以来,风能的全球消费增长了约12000%,太阳能

消费增长超过14000%! 尽管增长迅速,但当前太阳能和风能所占全球能源

供给的份额很小,不足1%。同时,2000~201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加的一半

来自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主要通过新建电厂、扩大煤炭利用得到满足。

未来全球能源供给的预测依赖于对价格、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假设。主要

能源机构包括美国能源信息署和国际能源组织(IEA)的预测通常包含一个基

准或者常规方案(BAU),也就是假设没有明显的政策、价格和技术的变化。

其他方案则考虑了预期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未来石油价格是否显著上升或

是否实行重大的政策调整。

图12.3展示了IEA给出的一组对比。在基准方案中,全球能源消费增加

了约50%,从当前120亿公吨油当量(12000Mtoe)增加到2035年的超过

180亿公吨油当量(18000Mtoe)。与图12.1的能源结构相比,来自石油的全

球能源百分比的预测有所下降,然而,来自煤炭的份额有所上升。总体来看,

从化石燃料中获取的全球能源份额保持在80%。核能在能源供应中所占份

额更小,从11%下降到6%,然而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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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组织,2011b。

图12.3 按照资源类别得到的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预测

图12.3预测了在积极政策方案下的全球能源结构,该方案致力于将全球

变暖控制在高于工业革命前2℃以内,该目标已经在2009年国际气候变化的

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共识。在这一方案下,全球能源需求仅增长了约25%。

我们还可以看出能源结构的显著区别,与基准方案相比,煤炭利用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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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所占份额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从化石燃料中获得的

全球能源份额从高于80%下降到大约62%。

这些结果表明,能源的未来不是能够预先确定的,能源总消费和能源供给

结构依赖于未来的政策抉择。事实上,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一致的政策实施

可以产生巨大的变化(见专栏12.2。)

除了基于不同能源类别进行统计,根据国家或区域分析能源消费也具有

一定的启发性。如表12.3所示,人均能源利用在不同国家有较大区别。

专栏12.2 波兰的清洁能源革新

早在2005年,波兰发起了一项增加可再生能源的规划,人们对该规划

的结果印象深刻,2005~2010年,在波兰电力中,来自可再生能源的份额

从17%增加到45%。在这段时期,风电增长了7倍。波兰正在建立用于

全国联网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波兰之所以能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因为该国具有大量未

开发的风能和水电能。由于波兰以前严重依赖高额进口的化石燃料来生

产电力,因此,波兰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并不需要增加税收和贷款。波兰

开始计划关闭一些传统的不再需要的发电厂。

当回忆起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嘲讽地说要给他制造一辆电动法拉

利时,波兰总理索克拉特斯说:“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微笑———你知道,这
是个美好的梦想,无法竞争,同时也太昂贵。”同时,他还补充道:“波兰的

经验表明短期内发生这些改变是可能的。”

资料来源:Rosenthal,2010.

人均能源利用最高的国家通常是气候寒冷的国家,如加拿大、冰岛,或者

是石油生产国,如阿联酋、卡塔尔。美国的人均能源利用相对较高,特别是与

欧洲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相比较。近年来,中国的人均能源利用增长迅速,

2000~2009年,增长了140%,但其仍然仅占美国代表性能源利用的1/4,印
度的人均能源利用仅占美国的1/6,最贫困国家的能源利用还不足美国

的1%。

表12.3 2009年部分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

国家 人均百万BTUs

阿联酋 679

加拿大 389

美国 308

瑞士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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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人均百万BTUs

俄罗斯 191

法国 169

德国 163

英国 143

意大利 126

中国 68

泰国 60

巴西 52

印度 19

尼日利亚 5

埃塞俄比亚 2

  注:BTU———英国热量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国际能源统计在线数据库。

全球能源总消费可以被均等地分为发达(OECD)国家和发展中(非

OECD)国家,如图12.4所示。在图12.4所示的基准方案下,预计未来全球能

源需求增长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迅速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也仅是发达国家水平的1/3左右。事实上,假如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均以当前的速率增长,发展中国家的

人均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至少需要300年。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能

源利用的不平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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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OECD是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国际能源统计在线数据库。

图12.4 OECD与非OECD国家过去和将来预测的能源消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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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能源供给:化石燃料

即使采取积极的能源政策,据预计,未来10年全球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

加,我们还将继续利用化石能源满足大部分的能源需求。然而,化石能源的供

给能满足未来的需求吗?

关于能源供给的大多数争议都集中于石油上,此书的作者们可以回想

1973~1979年能源危机时期关于有限供给的讨论。然而,20世纪80年代期

间,石油价格下降了大约50%,很多人认为石油过剩。近年来,石油价格回

弹,2008年高达大约每桶140美元,2011年和2012年的大多数时间在每桶

100美元处浮动(见图12.5)。一些人认为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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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www.eia.gov;http://inflationdata.com.
图12.5 1970~2012年以固定美元表示的石油价格

我们如何评价石油供给有限的预测呢? 根据石油地质学家 M.King
Hubbert在1956年提出的理论,石油生产随时间推移的模式类似于钟形曲

线。在资源开采的早期阶段,新发现和生产的扩张导致资源价格的下降和消

费指数的增长。随着大多数可得资源被耗尽,生产终究会变得更加昂贵。随

着新发现的下降,生产最终会达到顶峰,超过顶峰后,生产下降,假如需求不变

或增加,能源价格将持续增长。

如图12.6所示,Hubbert曲线⑧(Hubbertcurve)对美国原油生产的预测

⑧ 哈伯特曲线(HubbertCurve):展示了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生产数量的钟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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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前的实际数据相当吻合。美国石油产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顶

峰,自此以后,石油产量逐步下降。图12.6展示了美国的石油消费。20世纪

50年代前,美国石油基本上自给自足。自此以后,来自进口的石油需求份额

迅速增长,到21世纪中期,美国石油60%来自进口。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美国

的进口石油大部分来自中东。事实上,向美国输出石油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

占美国进口的28%,美国石油进口的其他主要来源是沙特阿拉伯(15%)、墨
西哥(9%)、委内瑞拉(8%)、尼日利亚(5%)和哥伦比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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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年度能源展望在线数据库。

图12.6 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和消费量

21世纪,美国来自进口的石油需求份额持续增加。然而,从图12.6中我

们看到,近期美国石油生产有所增加,这主要来自非常规石油,即致密油(从页

岩和其他岩石构造产生的油)。目前,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估计未来十年,美
国国内的原油产量保持稳定或稍微有所增长。因此,尽管 Hubbert曲线可能

对于传统的美国原油生产具有代表性,但是非常规石油资源的可得性可能将

阻止美国原油总产量的进一步下降。

全球石油供给

在全球水平上分析能源供给的可得性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如第

11章所探讨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储量可能会因价格、技术和新发现的变化而

随时间波动。回想资源的预期利用年限,可以通过经济储量除以年度消费量

计算得到。表12.4表明,假如需求水平保持不变,20世纪80年代探明的石油

储量能够满足全球31年的需求。然而,全球石油需求不但没有保持不变,反
而持续增加。那么,在2011年或更早,石油资源是否会被耗尽?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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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4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新的发现、技术进步和更高的油价使得石油

储备更加经济可行,目前的石油储量是20世纪80年代的2.4倍。即使2011
年比198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量更高,现在探明的石油储量仍可满足未来51
年的全球需求。

表12.4 1981~2011年全球石油储量、消费量和资源利用年限

年份 探明储量(10亿桶) 年度消费(10亿桶) 资源利用年限(年)

1980 683 22 31

1981 696 22 32

1982 726 21 34

1983 737 21 35

1984 774 21 36

1985 803 22 37

1986 908 22 41

1987 939 23 41

1988 1027 23 44

1989 1027 24 43

1990 1028 24 42

1991 1038 24 42

1992 1039 25 42

1993 1041 25 42

1994 1056 25 42

1995 1066 26 42

1996 1089 26 42

1997 1107 27 41

1998 1093 27 40

1999 1238 28 45

2000 1258 28 45

2001 1267 28 45

2002 1322 29 46

2003 1340 29 46

2004 1346 30 45

2005 1357 31 44

2006 1365 31 44

2007 1405 32 45

2008 1475 31 47

2009 1518 31 49

2010 1622 32 51

2011 1653 32 51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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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石油储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油价回归下跌。事实上,常规来

源的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已经达到顶峰。若考虑近期一些国家做出的关于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保证,在这一方案下,图12.7表明

过去的和预测的全球石油产量。即使存在新的发现,常规原油产量仍稳定在

约700万桶/每天。只有依靠非传统的石油资源和液态天然气,全球石油产量

才能持续增长。

全球石油生产何时达到顶峰可能不仅依赖政策,还依赖于资源的可得性。

根据IEA:

很明显,全球 石 油 产 量 将 在 某 一 天 达 到 顶 峰,但 峰 值 受 供 给 与 需 求 因 素 决

定……如果政府行为比当前规划更高效地利用石油以及发展替代产品,那么石油

的需求不久将开始减缓,而我们可能看到石油生产中更早的峰值,资源限制则不会

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很少作为,那么需求将持续增长,供给成本

将上升,石油利用的经济负担将增加,供给中断的脆弱性也会增加,全球环境将遭

受严重的损害。

非常规石油将在未来20年的世界能源供给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政府为

抑制需求所做的事情有哪些……非常规石油储量巨大,是常规石油资源的几倍。非

常规石油被开采的速度由经济和环境因素决定,包括减少其环境影响的成本。非常

规石油资源是可用资源中成本最高的,因此,在设定未来石油价格时,非常规石油资

源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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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组织,2010。

图12.7 1990~2035年,过去的和预测的全球石油产量

从绝对意义上讲,我们不可能很快将石油耗尽,特别是当考虑到非常规能

源的时候,但是,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由于常规产量已经不再增加,为
满足全球需求的增加,我们只能依赖成本更高的非常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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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认为,更高的石油价格将导致其他燃料替代石油,但是,发展

中国家的石油需求还在稳定增加。

由于经济增长推动了个人出行和货运的需求,因此,新兴经济体石油需求的所有

净增加来自交通部门。尽管出现了更高效的石油利用或非石油资源利用(如电动车)

的替代性技术,但 要 使 这 些 技 术 在 商 业 上 可 行 或 者 能 够 渗 入 市 场,还 需 要 一 定 的

时间。

其他化石燃料:天然气和煤炭

其他化石燃料如煤炭和天然气,在交通中可以替代石油资源。天然气可

直接用来驱动汽车;世界范围内估计有500万辆天然气汽车。煤可以产生电

力为电动汽车供给燃料。正如表12.1所示,煤炭和天然气在工业、居民生活、
商业和电力部门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从全球范围讲,煤炭和天然气提供了近

50%的能源供给。那么,煤炭和天然气资源的可得性如何?
在美国和全球,煤炭和天然气的储量均比石油丰富。尽管美国只占全

球石油储量的2%,但是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4%,煤炭储量占28%。近年

来,美国已经经历了开采天然气的热潮,2005~2011年产量增加了27%。
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天然气的产量预计年均增长1%。

天然气被视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产生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数量相

对较低。然而,近年来,环境学家已经表达了对获取天然气时出现的“水压致

裂”或“压裂”过程的关注(见专栏12.3)。一些分析家认为,甲烷是一种强大的

温室气体,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讲,甲烷泄露可能与被压裂的天然气和煤炭

一样糟糕,甚至比煤炭还糟糕。从全球范围讲,按照当前的需求水平,天然气

储量可以满足至少60年的供给。在基准方案下,预计2013~2035年全球天

然气消费量大约增加23%。

专栏12.3 环保局将怀俄明州的水污染与水压致裂联系起来

2011年美国环保局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在钻井开采天然气过程中,

岩石的水压致裂,即通常所说的压裂,可能导致怀俄明州的供水污染。该

报告提出了关于压裂的环境安全的问题,压裂被用来在美国各地提取以

前不可回收的天然气。然而,能源产业宣称,并没有最终证明水污染来自

压裂。

该报告基于长达持续3年的研究,而该研究又是从当地居民抱怨

河水有异味时开始的。研究选址是被称为巴比伦的区域,是一个很浅

的天然气井,井浅意味着天然气可以向上渗透到地下含水层,从而污

染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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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调查证明了让联邦政府保护人民和环境的重要性,”巴比伦区

市民关注(PavillionAreaConcernedCitizens)的主席JohnFenton说,“我
们社区中的一些人遭受无规制发展的影响,看到污染物的来源正在被确

认,他们感到很开心。”

压裂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是过去常开采天然气的化学公司,这同样会

污染水供应。尽管现在怀俄明州已经要求企业披露压裂液体的成分,但
是其他州并没有此要求。环保局已经开始进行关于压裂对饮用水供应影

响的全国性的研究。

资料来源:Johnson,2011.

煤炭是最具环境损害的化石燃料,据估计,美国每年至少有13000人死

于燃煤电厂排放的颗粒物污染。煤炭在单位能源中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然而,煤炭是最丰富的化石燃料,美国是世界煤炭储

量最丰富的国家,美国的煤炭储量可以满足世界31年的需求。在当前的需求

水平上,全球储量足以满足111年的世界消费。和天然气一样,在基准方案

下,预计2013~2035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加23%。

可再生能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再生能源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其供给可以通过自然过

程不断得到补充。正如前面所讲,理论上,太阳能供给一天就可以满足人类一

整年的能源需求。然而,从其可得性随地域和时间变化的角度讲,太阳能和其

他可再生能源又是有限的。世界上有一些地区特别适合风能和太阳能,如美

国西南部、非洲北部、中东以及澳大利亚和南美部分地区,太阳能潜力最高。

一些风能最丰富的地区如北欧、南美洲南端以及美国的五大湖区。地热能丰

富的国家有冰岛、菲律宾等。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是否能替代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然而,在不同用途上又是相对可靠的和适合的(下节将考虑成本问题)。近

期的一份研究表明,基于风、水和阳光(WWS)的可再生能源在2030年可以

提供全球所有的新能源,并能在2050年替代当前所有的非可再生资源。表

12.5展示了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被转化成兆瓦特单位的潜在估计。2030
年,预计能源需求为17兆瓦特。因此,从表12.5可以看出,可开发地区的

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得性远超过满足世界所有的能源需求。该报告作者的分

析预示:

一个完全由风、水和阳光(WWS)驱动、零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烧的时代将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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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假设,所有最终用途可以直接利用 WWS发电,剩余的最终用途可以以电解

氢(用风能、水能或太阳能将水分解产生氢)的形式间接利用 WWS。由于利用 WWS

能将水分解,从而产生氢能,因此 WWS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世界。

表12.5 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可得性

能源资源  
总的全球可得资源

(兆瓦特)

可开发地区的可得资源

(兆瓦特)

风能 1700 40~85

波浪能 >2.7 0.5

地热能 45 0.07~0.14

水电 1.9 1.6

潮汐能 3.7 0.02

太阳能光伏 6500 340

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4600 240

  资料来源:JacobsonandDelucchi,2011a.

专家们估算了2030年利用 WWS供给世界范围内的所有能源需要的基

础设施。表12.6假设90%的全球能源由风能和太阳能供给,10%由其他可再

生能源供给,在此基础上,展示了所需基础设施的结果。同时,他们还考虑了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⑨所需土地要求,包括风力涡轮机之间间距的土地。所

需土地大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在大部分土地需求中,风力涡轮机之间的

间距可以被用作农业用地、牧场或者是开放空间。风力涡轮机也可以被设置

在近海以减少土地需求。

表12.6 2030年用于供给全球所有可再生资源的基础设施要求

能源资源 2030年全球能源供给百分比 全球范围内需要的工厂/设备

风力涡轮机 50 3800000

波浪发电厂 1 720000

地热厂 4 5350

水电站 4 900

潮汐涡轮机 1 490000

屋顶太阳能光伏设备 6 17亿

太阳能光伏发电厂 14 40000

聚光太阳能发电厂 20 49000

总和 100

  资料来源:JacobsonandDelucchi,2011a.

⑨ 能源基础设施:支持特定能源资源使用的系统,比如天然气站的供应和汽车使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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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技术已经存在,然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

资,专家们推断主要障碍不是经济的问题。“这些规划的障碍主要是社会和政

治上的,而非技术和经济上的。WWS世界下的能源成本应该与现在的能源

成本相似。”
成本问题是关于能源转型是否发生,或者是转型速度如何的核心问题。

无论是化石燃料还是可再生资源,能源供给的可得性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

性因素是相对成本,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和能源供给的日常成本。
在分析成本中,我们应该考虑供给的市场成本和各种能源资源的环境成本。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转向的分析。

12.5 替代能源的经济学

由于化石燃料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能源,当前世界能源供给的80%来自

化石燃料。然而,近年来,化石燃料相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下

降。从单纯的资金角度来讲,某些可再生资源已经能够与化石燃料竞争。化

石燃料的价格,特别是石油,未来难以预测,然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预计将进

一步降低,因此,即使没有促进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支持,当前经济因素

也正在促使我们向这个方向转移。
将不同能源的成本进行比较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资本成本变化很

大,如新的核电站需要100亿~200亿美元的投入。一些能源要求持续的燃

料投入,然而,其他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只需要偶尔的维护。我们也需要计

算各种能源设备和工厂的不同生命周期。
通过计算获取能源的平准化成本可在不同能源间进行成本比较。平准

化成本表示在假定的生命周期下,建造和经营一个厂房的现值,考虑去除通

货膨胀的影响。对于需要燃料的能源,我们做出了关于未来燃料成本的假设。
将平准化的建设和经营成本除以获得的总能源,就可以针对不同能源直接进

行比较。
不同的研究会对各类能源的成本产生不同的评价。这些区别有些归因于

不同地区的成本差异。图12.8提供了美国和欧洲预测的发电平准化成本比

较。美国提供的成本估算的数据以新电力来源为基础,将时间调整至2016年

以考虑引入某种新设备———比如核电站和燃煤电厂所需要的时间滞后。欧洲

的数据展示了2015年成本范围的预测。




平准化成本:考虑所有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在能源使用寿命以内的能源生产的单位成本。
现值:未来成本或收益现金流的当前价值,折现率用来把未来的成本和收益折现到当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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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CCS指碳捕获和碳储存。

  资料来源:能源和气候变化部,2011;国际能源组织等,2010;柏诚,2010;美国能源信

息署,2011。

图12.8 美国(2016年)和欧洲(2015年)的不同能源的平准化成本

美国成本最低的能源是天然气、水电和常规煤炭。2008年到2012年,美
国天然气价格从高于每千立方英尺10美元下降到不足2美元,致使天然气的

价格低于煤炭。美国成本最高的发电来源是太阳能光伏和海上风能。然而,
陆上风能的成本与传统的煤电、生物质能和地热发电基本持平。

在欧洲,按照国别和数据来源,我们看到大幅的价格变动。常规煤炭、
核能和水能的发电成本最低。然而,陆上风能、天然气以及生物质能具有成

本竞争力。与美国一样,欧洲太阳能、海上风能是成本最高的发电方式。
图12.9展示了将可再生能源成本与传统的化石燃料成本比较的另一种

方法。为了使可再生能源能够与化石燃料同样具有成本竞争力,可再生能源

的成本一般需要下降到批发电力(wholesalepower)的现有价格。这种现象

已经发生在某些可再生资源上,如水电、生物质能。图12.9表明,风能和地热

能与传统的电力资源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太阳能成本最高,但从太阳能光

伏(PV)可以被个体消费者安装以来,PV的价格只需要下降到电力零售价格

便具有竞争力了。
由于石油很少被用于发电,图12.8和图12.9并没有显示石油。在美国,

只有0.5%的电力是用石油产品生产的。但正如表12.2所示,石油在交通部

门中占支配地位。各种替代选择可用于道路车辆,包括完全电动汽车或者是

混合动力车———只有在长途旅行中才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车(比如雪佛兰

Volt)或者是潜在的氢燃料电池。车用电力或氢能可以通过风能、太阳能、地
热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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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USD cents/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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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

图12.9 可再生资源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比较

传统的内燃车与可再生能源替代品的成本依赖于汽油价格、电力价格

以及对清洁汽车税收抵免或退税等因素。最近的一篇研究比较了不同车辆

的能源替代成本。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替代品,特别是利用风能为电动汽

车电池充电,已经能够与传统汽车在成本上抗衡,即使在汽油相对廉价的

美国。

总体而言,当前化石能源一般比可再生能源替代品具有成本优势,尽管在

某些情况下,如陆上风能和地热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展

望未来,预计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持续下降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未来化石燃料

的价格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图12.10a和图12.10b分析了风能和太阳能过去和预计的成本趋势。特

别是太阳能光伏,我们很有信心地认为其成本将持续下降。随着技术改进和

价格下降,这两类可再生资源的效用将迅速增加。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年

来,风能和太阳能的产量急剧增长。

不仅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在未来将有所下降,图12.10还分析了风能和太

阳能成本下降的区间。未来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波动将在一个可预见的相对狭

窄的范围。这与化石燃料,特别是石油不太一致。

图12.11展示了过去和未来的石油价格。过去石油价格变化很大,未来

石油价格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未来几年,预计石油价格在60~175美元/

桶。在参照方案下,扣除物价因素,截至2030年石油价格将增加50%,这与

预计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图12.11暗示我们确实不清楚未

来的石油价格走势———未来石油价格与相对确定的可再生能源价格存在很大

区别。石油价格不仅依赖于技术和未来的发现,同时也高度依赖政策和其他

世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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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可再生能源成本趋势,www.geni.org/globalenergy/bibarary/

energytrends/renewable-energy-cost-trends/renewalbe-energy-cost_curves_2005.pdf.
图12.10a 太阳能过去和未来的价格下降范围  图12.10b 风能过去和未来的价格下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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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2012。

图12.11 过去和预测的石油价格

通常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并不像石油价格变化那么大,但是未来煤炭和

天然气的成本也具有很高的不可预测性。与石油一样,对煤炭和天然气的基

准预测表明,未来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将有所上升。如果这些趋势得到证实,

那么当前化石燃料超过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优势将逐渐下降并且未来会逐步

消失。

我们已经基于当前市场价格比较了不同能源的成本,但是我们需要考虑

影响当前和未来能源价格的其他两个因素:能源补贴和环境外部性。

能源补贴

能源补贴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
(1)直接支付或优惠贷款:政府可对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给予单位补贴或者

向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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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抵免或减税:政府可以对个人或企业安装隔热设备和购买燃料效

率较高的车辆等给予税收抵免。损耗补贴是在石油生产中广泛采用的一种

税收抵免的形式。
(3)价格支持:例如,确保可再生能源生产者接受的价格等于或高于一定

水平。在欧洲普遍使用的上网电价保证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商以一定的价

格向国家电网销售电力。
(4)强制购买配额:包括要求汽油中含有一定比例的乙醇或政府购买一定

份额的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法律。

正如第3章所证实,补贴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当前所有的

能源都享受到一定的补贴,但是,正如专栏12.1所述,补贴侧重于化石燃料。

鉴于化石利用趋向于产生负的外部性,因此,很难断定这种补贴是否符合经济

学理论。这种大宗能源补贴更倾向于可再生能源。

2009年,G20成员(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体组成)就“在
中期理顺和逐步停止鼓励无度消费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和“在全世界实施逐

步停止这样的补贴政策”达成共识。国际能源组织备注道:

能源补贴,作为随意降低消费者支付的能源价格,提高生产者接受的价格或降低

生产成本的政府手段,其额度很大且很普遍。若设计良好,对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

技术的补贴在长期将具有经济和环境效益。然而,当补贴针对化石燃料时,其成本通

常超过收益。化石燃料补贴会刺激浪费,通过模糊的市场信号加剧能源价格的波动,

刺激燃料掺假和走私,抑制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每年全球对电力部门的化石燃料补贴共计1000亿美元,对核能的补贴

数据很难获得,但是有限的信息暗示全球核能补贴至少有100亿美元,全球对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补贴每年大约有300亿美元,但是该数值比其他补贴增长

迅速。

虽然大部分电力部门的补贴转向化石燃料,从每千瓦时的角度考虑,补贴

实际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价格优势。补贴有效地降低了化石能源提供的电力

价格,降幅约每千瓦时1美分。但是,根据一份评估,2007年补贴使每千瓦时

风能价格下降了7美分,聚集式太阳能下降了29美分,太阳能光伏下降了64
美分。因此,一般而言,电力部门的补贴正促进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

2007~2009年,全球交通部门的石油补贴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由于石

油消费量每年为1.3万亿加仑左右,因此,每加仑的补贴约为0.15美元。如果

我们假定该数值适用于美国,那么每加仑的石油补贴大约将抵消18美分的联




损耗补贴:用于提取自然资源的资本投资的个税扣除,典型如石油和天然气。
上网电价:一种与可再生能源生产商签订长期合同的政策,以设定的价格购买能源,该价格通常根

据生产成本制定(但是高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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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汽油税。交通部门补贴的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生物燃料,据估计,全球对生

物燃料的补贴大约是200亿美元,同时补贴金额迅速增长。

环境外部性

除了补贴改革以外,经济学理论还要求外部性内部化,每种能源的价格应

该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能源外部性的多项研究表明,如果所有能源的价格

包含了外部性成本,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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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Owen,2006年。

图12.12 欧盟各种发电措施的外部性成本

图12.12基于欧洲的分析,提供了不同电力来源相关的外部性成本的

总结。煤炭的外部性成本相当高,每千瓦时为2~15欧分。这与评估美国

煤炭发电的外部性成本为每千瓦时6美分的研究一致。天然气的外部性相

对较低,但是变动幅度也在每千瓦时1~4欧分,该结论也与美国的评估

一致。

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性更低,每千瓦时不到1欧分。因此,仅单纯依据市场

价格,尽管当前化石燃料比可再生能源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如果考虑外部性,

有些可再生能源可能是最经济适用的能源,特别是陆上风电、地热能和生物质

能。与之类似,如果将外部性全部纳入价格,石油在交通方面的成本优势可能

会消失。

核能的运营外部性相对较低,因为核电产生很低水平的空气污染和温室

气体,但核能潜在的最显著的外部性是大型事故和核废弃物的长期储存,这些

影响很难用货币评价(回忆第六章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评价的分析)。核能在

未来能源供给中起到增加还是减少的作用一直是个争议性的问题(更多关于

核能的辩论见专栏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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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4 核能:发展还是抛弃?

20世纪50年代,核能作为安全、清洁、廉价的能源资源发展起来。核

电的支持者指出,核电“成本太低以致不能用仪表测量”,并预言,截止到

2000年,核能将提供大约1/4的世界商业能源和大部分全球电力(Miller,

1998)。

当前,核能仅提供了6%的世界能源和14%的世界电力。世界上大部

分核电产能在199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些预期使用年限为30~40年的

老厂房已经开始退役。然而,有些人几年前就一直在预言“核复兴”计划,

这主要是由于核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远低于化石燃料。

2011年的福岛事件导致一些国家重新评估他们的核能规划。

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最具灾难性的核危机,这使其他依赖核能的

国家犹豫不决。市民和政客,担心在他们的国家或地区发生同样的悲剧,正在号

召世界各地政府重新思考他们的核能规划。伴着日益担忧的浪潮,投资者们纷

纷撤出核与铀股票,因为市场中一部分人正在呼吁结束核复兴和铀牛市。(The

Citizen,2011)

正如日本重新评估核能的利用,德国已经决定到2022年逐步停止核

能的利用。在意大利,关于核能的争论已经下放到选民,其中,94%反对

核能扩张计划。但是,其他国家正在推行扩张核能应用的计划,特别是中

国。当前,中国有20个核能规划正处于建设中,因为中国计划在2030年

将核能利用增加20倍。推进核能利用扩张的其他国家有意大利、俄罗斯

和韩国。

因此,核能在未来能源供给结构中的角色还不确定。福岛事故已经

略微降低了未来核能供给的基准预测。虽然有些人将福岛事故作为我们

需更多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依据,其他人则担心,核能的下降

将导致“更高的能源成本、更多地碳排放以及更大的供给不确定性”
(Macalister,2011)。

文中讨论暗示,当前阻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最大因素是外部性导致的

市场失灵。“正确”界定价格可以使厂商和消费者意识到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

赖是不经济的。但是,即使没有将外部性全部内生化,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

意味着将来也会向化石燃料转型。
图12.13展示了2020年使用传统能源发电和各项可再生能源替代发电

的预计的成本比较。如果仅依据产品成本,陆上风能、波浪能、聚集式太阳能

以及潜在的海上发电这些可再生资源预计都能够与化石燃料在成本上竞争。
当考虑到所有的外部性影响时,所有可再生能源均比化石能源成本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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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暗示我们有充分理由推进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本章最后一部分,我们

转向推进向可再生能源加速转型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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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JacobsonandDelucchi,2011b.
图12.13 2020年不同发电方式的成本

12.6 推进能源变革的政策

哪种政府政策对于促进向可再生能源有效转型最为重要? 正如所讨论的

那样,世界很多大国已经逐步停止低效的化石能源补贴,人们关心这是否会在

短期内导致更高的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下滑。可是,政府取消补贴节省的资金

可以按照减少可再生替代成本的方式以及鼓励化石燃料更快转型的方式进行

投资。

长期内,

化石燃料补贴的改革将导致OECD和非OECD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

增长,预计到2050年年均增长将高达0.7每分……各种对全球或单个国家补贴改革

的经济模型研究表明,从总体水平讲,由于价格变化的刺激导致了资源更有效地配

置,GDP的变化可能为正。

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需要将不同能源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庇古税的常见

形式便是汽油税。即使政府征收汽油税是为提高收入,但是它也具有将外部

性内部化的功能。尽管原油的价格是由全球市场决定的,但由于汽油税的差

别,不同国家的汽油零售价格差异很大。2010年底,汽油价格在对汽油补贴

而非征税的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还不到1美元/加仑,而在对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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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征收重税的法国、挪威、英国和其他国家,油价高达8美元/加仑,油价变化

幅度很大。

经济学理论表明,对汽油合理的征税应充分考虑负外部性。在美国,除了

从每加仑8美分到50美分变动的州税外,当前联邦汽油税是每加仑18.4美

分。尽管在税收应提高多少的问题上存在异议,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

这些税收太低了。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建议只要提高60美分,其他经济学家则

认为汽油税应该高于每加仑10美元。

庇古税也可以应用于电力部门,如图12.14所示。主要是税率差异的缘

故,不同国家的电力价格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更高的电力价格与更低的人均

消耗率有关。例如,美国电力价格相对较低,而消耗量相对较高;德国、西班牙

和丹麦的电力价格较高,但人均消费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像这样依靠简

单的比较就得出结论,我们还需要慎重,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可能影响电力需

求而非价格的其他变量,比如收入水平、气候和不同采暖选择的可得性,例如,

瑞典的电力价格和消费量均高于美国。解释这种区别还需要更多的信息,而
这些信息并没有在图12.14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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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国际能源数据在线;国际能源组织,能源价格和统计在线数据库。

图12.14 电力价格和消耗

除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和实行外部性税收外,推进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其

他政策选择包括:
● 能源研究与开发

● 上网电价

● 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包括优惠的税收规定和贷款条件

● 可再生能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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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提高和效率标准

1.增加研究与开发(R&D)支出将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速度。近

年来,全球能源R&D支出持续增加,从2004年18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

1220亿美元。在能源R&D投资较多的国家未来可能会在这个领域得到更

多的竞争优势。

如中国、巴西、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为了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刺激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些国家正在清洁能源经济中建立更强的竞争地

位。那些为清洁能源就业和生产寻求有效竞争的国家,为了评价用于刺激可再生能

源投资的系列政策机制,往往会做得很好。以中国为例,中国已经制定了关于风能、

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的宏伟目标,2009年,中国清洁能源金融和投资在G20以至全球

排名第一,美国降至第二位,相对于经济规模,美国的清洁能源金融和投资落后于很

多G20成员国,比如,相对来讲,去年西班牙投资是美国的五倍,而中国、巴西、英国

的投资至少是美国的三倍。

2.上网电价确保可再生能源厂商能够接入电网和长期的价格合同。那些

利用上网电价的不一定是企业。例如,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的房主可以以相同

的价格销售多余的能源以增加他们的效应。上网电价政策已经在几十个国家

和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德国是最有雄心的国家,在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容量方

面,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随着可再生能源能够更多地与传统能源在成本上进行竞争,随着时间推

移,上网电价将被逐步降低。德国已经开始降低上网电价的价格。2008年,

欧盟用不同方法对扩大电力供给的可再生能源份额进行了分析,该分析发现,

适应良好的上网电价体制通常是推进可再生电力的最有效、最实际的支持

方案。

3.补贴可采取直接支付或其他优惠条款的形式,例如税收抵免或者低利

率贷款。如前面所讲,当前大部分的补贴都转向化石燃料,然而,对不成熟技

术的补贴才更有意义。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推动规模经

济。同上网电价一样,随着可再生能源更有竞争力,对产出的补贴可逐渐

减少。

4.可再生能源目标设置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百分比或者可再生能

源发电占总电力的百分比的目标。世界有六十多个国家已经设置了可再生能

源目标。欧盟设置了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达到20%的目标,

其中,每个成员国的目标有所不同,其中德国18%、法国23%、葡萄牙31%、

瑞典49%的目标。尽管美国没有设定全国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但大部分州

 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从可再生能源资源中获得能源的比例的目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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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目标,最宏大目标的一些州包括:缅因州(2017年达到40%),明尼苏达

州(2025年达到25%),伊利诺伊州(2025年达到25%),新罕布什尔州(2025
年达到24%)以及康涅狄格州(2020年达到23%)。

5.本章大部分讨论着眼于能源供给方管理,即调整能源供给结构使可再

生能源的份额更高。然而,能源需求方管理通常被认为是对环境政策最具成

本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方法。换而言之,虽然将来自煤炭的能源供给的一千瓦

转化成来自太阳和风能的能源供给的一千瓦是可取的,但是消除那一千瓦的

能源需求岂非更好。正如美国环保局注解的那样:

我们的家庭、商业、学校、政府和工业消费了我国超过70%的天然气和电力,提

高这些部门的能源效率是处理高能源价格、能源安全和依存度、空气污染以及全球气

候变化等挑战的最具建设性、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能源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得到,例如,通过驾驶

混合动力汽车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在其他情形下,能源效率意味着行为的

改变,例如,在晾衣绳上晾晒衣服而不是用衣服烘干机或者是不用的时候关闭

电灯和家电。需求方对于减少能源消费增长的潜在性非常重要。

在基准方案下,2003~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增加近一倍,然而,考
虑能源效率的未开发潜力,据估计,能源需求在这段时期将保持平稳,如图

12.15所示。在发达国家,实际能源需求相对于目前水平会有所下降。在发展

中国家,能源消费将持续增加,但只增加了约40%,而不是基准方案下

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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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loketal.,2008.
图12.15 全球能源效率潜力

 能源需求方管理:通过宣传活动或者更高的价格等政策来减少能源消费的一种能源政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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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来自能源效率的收益需要巨额投资,估计约为全球GDP的0.2%,然
而明显地,能源效率投资要远比通过扩大新能源供给划算得多。设计良好的

能效规划的成本大约仅是提供新能源供给成本的一半。另一篇分析估算了能

源效率成本为每千瓦时0~5美分。将上述估计与图12.8能源资源的成本相

比较,我们看到,提高能源效率是解决能源需求最经济的选择。

除了发展R&D外,另外两个政策对提高能源效率也非常有效,其中一个

是设置能源效率标准,燃油经济型标准就是一个例子。2011年,美国的燃油

经济型标准是:客车每加仑30英里,轻型载货汽,包括皮卡、小型货车和运动

型多功能车等类型,每加仑24英里。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了新的标准,

2025年提高新型车辆的平均燃油效率到每加仑54.5英里,而在2011年以后

的大约20年里,燃油经济型标准变动很少。与2010年相比,2025年车辆在

其行驶周期内节约的总能源将超过8000美元。同时,也存在关于建筑物、电
气用具、电器和电灯泡的环境效率标准。

效率标签向消费者告知了关于产品的能源效率,例如,美国环保局和美

国能源部管理能源之星计划(EnergyStarProgram),满足高效标准超过最低

要求的产品便有权得到能源之星的标签。大约75%的消费者购买有能源之

星标志的产品,这表明标签是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2011年,在美国,

通过能源之星节约的能源大约共有230亿美元。

即使具有信息标签,很多消费者也不购买高效产品,因为前者的成本可能

更高。举例来讲,LED灯和紧凑型荧光灯的成本比传统的白炽灯成本高,不
过节能灯的能源节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正常情况下不超

过一年收回额外的成本。尽管人们可能出于其他原因拒绝购买节能灯,但一

个问题是对于标签产品,当对长期储蓄进行贴现时,人们经常会有一个较高的

隐性贴现率(见专栏12.5)

专栏12.5 隐性贴现率和能源效率

提高电器能源效率的主要问题是由较高的隐性贴现率引起的。假

如,消费者可以花500美元购买一个标准的冰箱,而节能型冰箱要花800
美元,节能型冰箱会使消费者在能源成本上每月节省15美元。从经济角

度分析,我们可以说投资在节能冰箱的额外300美元的回报是每年15×
12=180美元,或者说60%。因此,消费者购买节能型冰箱实际不到两年

就可以盈利了。




能源效率标准:一种设定了有效最低标准的环境规定,例如发电和燃料消费。
效率标签:给商品贴上能源利用效率的标签,例如冰箱上表示年度能源利用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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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票市场投资的任何人,如果能确定有60%的年收益,将认为这是

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可能冰箱购买者会拒绝得到高回报的机会,因为他/

她更侧重花500美元还是800美元的当期决策,可能会选择更便宜的产

品。可以说,消费者正在用高于60%的隐性贴现率做出决策,我们很难断

定消费者的行为是否经济可行,但这种行为非常普遍。

总结

能源是经济体系的基础性投入品,当前经济活动绝对依赖化石能源,包括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能源,像水电、风能、太阳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

当前占全球能源的比例不超过10%。
世界能源利用增长迅速,预计还将持续增长,2035年能源需求将增加

50%。近几十年石油供给充足,但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石油必须从

昂贵的非传统来源获取。煤炭供应更为充裕,但煤炭利用也会导致更大的环

境损害。虽然在正常情景下,预计人们会继续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但到205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获得全球能源的潜力还是存在的。

仅考虑市场成本,化石能源的成本低于可再生能源,然而,我们需要考虑,
化石燃料得到了不恰当的能源补贴份额,能源成本不能反映负的外部性。如果

不同能源能够反映全部社会成本,那么有些可再生能源将会获得超过化石能源

的竞争优势。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正在下降同时也是可以被预测的,然而化石能

源的价格预期将会上升,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没有将外部性

内部化,未来10~20年,可再生能源应该能够在成本上与化石能源竞争。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速度受政策的影响很大,化石能源补贴改革和实行

庇古税是可以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的两项政策。其他潜在的政策包括增加能源

研发支出、上网电价、可再生能源目标。最后,解决能源需求最经济有效的方

法是提高能源效率,预测未来几十年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可以通过注重能源

效率提高的政策来解决。

问题讨论

1.既然能源产量仅占经济产出的5%,为什么这个部门被置于特别重要的

地位? 依靠非可再生能源供给的经济体系和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供给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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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有显著区别吗? 关于能源利用的决策应该由政府实施,还是通过市场配

置和定价来决定能源利用的模式?

2.20世纪70年代,能源短缺已经显著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这是一次性

现象还是会再次发生? 这主要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因素相关? 20世纪70年

代以来,能源的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变化的? 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能源价格和

能源消费模式的? 还有进一步显著变化的可能吗?

3.许多人议论,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环境角度都

是利好的政策,但是,这样的转型并没有发生也不会立即发生。你认为从对化

石能源的依赖中转型谁会受益? 什么样的经济和政策因素可能会对这种转型

是否发生及何时发生存在显著影响?

注释

1.IEA,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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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e,e.g.,HallandKlitgaard,2012.
4.Morton,2006.
5.IEA,2011a.
6.Fordetaileddiscussionofglobalclimateanalysisandpolicy,see

Chapters18and19.
7.IEA,2010,ExecutiveSummary,6-7.
8.IEA,2011a,ExecutiveSummary,3.
9.NaturalGasSupplyAssociation,naturalgas.org.
10.SeeHowarthetal.,2011,andWigley,2011.
11.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2011b.
12.CleanAirTaskForc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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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ww.iea.org.Websiteofthe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an“autonomous

organisationwhichworkstoensurereliable,affordableandcleanenergyforits28
membercountriesandbeyond.”Whilesomedataareavailableonlytosubscribers,

otherdataareavailableforfree,aswellasaccesstoinformativepublicationssuch
asthe“KeyWorldEnergyStatistics”annualreport.

7.www.energystar.gov.WebsiteoftheEnergyStarprogram,including
informationaboutwhichproductsmeetguidelinesforenergy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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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渔业管理的生态和经济原则是什么?
● 为什么世界众多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
● 在保护和恢复渔业方面哪些政策比较有效?

13.1 可再生资源管理的原则

如第2章所述,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已经对地球可再生资源产生了重要

影响。21世纪早期,世界许多重要渔场产量下降或耗竭;热带雨林地区以每

年2亿英亩的规模持续缩减;在世界主要缺水地区,地下水开采不断消耗含水

层。可再生资源持续或不可持续管理的经济和生态原则是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资源视为用于经济生产过程的投入品,或者从更广义

的视角,按照它们均衡和再生的内在逻辑来分析可再生资源①(renewablere-
sources)。在一些资源管理的方法上,这两个视角是兼容的,但从其他方法

上说,又是相悖的。比如,管理自然体系的指导原则应为生态多样性还是产

量最大化? 将经济和生态目标一体化对于自然资源的系统管理很有必要,

如渔业。
第1章,我们根据资源功能②(sourcefunction)和降解功能③(sinkfunc-

tion)确认了人类经济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资源功能是指供人类利用的原料

供给,降解功能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的吸收。在处理农业和非可再生

①
②
③

可再生资源:可以由生态系统持续供应的资源,如森林、渔业会因物种的灭绝而耗竭。
资源功能:环境为人类提供服务和原材料使用的能力。
降解功能:自然环境吸收废物和污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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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时,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些效应的相关方面。可再生资源的持续管理④

(sustainablemanagement)涉及用保持资源数量和可得性稳定的方式维护资

源来源和降解功能。尽管这绝对是令人满意的目标,但是一些管理刺激了非

持续利用。

我们已经明白将渔业作为开放存取资源⑤(open-accessresources)进行管

理是如何导致过度捕鱼和储量耗竭的(第4章),然而,私有者或政府管理也会

导致不可持续的活动,原因在于经济原则和生态原则是有区别的。

资源管理的经济原则包括利润最大化、有效产量和跨期有效的资源配置,

从第4章和第5章我们知道,这些原则一般也适用于资源利用,当我们更详细

地观察渔业、森林和水系统时,这些原则只是有时而不是总是与持续性管理相

一致。

用简短的词语表达可再生资源体系的生态原则有些困难。由生态原则推

出的一个基本准则是最大化可持续产量⑥(maximumsustainableyield,

MSY)———每年收获的资源不会比按照资源再生或太阳能捕获的自然资源

更多。

我们必须考虑大多数自然系统具有生态复杂性⑦(ecologicalcomplexity)

的特征。渔业就很具代表性,其包含了很多鱼类品种以及其他形式的动物和

海洋植物;天然林通常具有不同的树种,还为很多动物以及共生或寄生的昆

虫、真菌和微生物提供栖息地;水资源系统通常包含不同种类的水生物栖息

地,如湿地,对平衡水循环和维护水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管理必然是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协调。几乎在

各种情形下,人类对自然生态体系的利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它们的状态。

即使这样,我们通常也可以在不破坏其恢复能力⑧(resilience)(定义为从不利

影响中恢复的能力)或不超出最大化可持续产出的前提下管理生态系统。然

而,要做到这些便需要一定程度的约束,这可能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或资

源所有权的经济体制不一致。在本章以及后面两章,我们将研究经济原则和

生态原则之间的关系,这适用于渔业、森林和水系统的管理。

④

⑤
⑥
⑦

⑧

持续(自然资源)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如自然资本随时间推移而保持固定,既包括存量的维持也
包括流量的维持。

开放存取资源:一种没有进入限制的资源,如海洋渔业和大气。
最大化可持续产量:在不减少资源存量和口径的前提下最大化年度可开采自然资源的数量。
生态复杂性:许多不同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元素共存于生态系统并以复杂的模式交互在一起的状

态;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是不可预知的。
恢复能力:生态系统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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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渔业的生态和经济分析

在第4章最初对渔业的分析中,我们将渔业视为生产体系,其产出———鱼

是一种经济物品,但是,渔业也是基本的生态系统,因此,更全面的了解应该从

生态分析开始,并需要检验其经济含义。

种群生物学⑨(populationbiology)领域确认了自然环境有机体,如鱼类

物种变化的一般理论。图13.1展示了自然状态下一些物种的种群随时间变

化的基本模式。该图体现了种群随时间变化的两条路径。在需要存活的最小

临界物种人口(Xmin)以上,物种数量会从A增长到自然均衡处,与食物供应

相平衡,随着时间推移遵循逻辑增长曲线(logisticcurve)。a

B

D

A

C

Xmin

Xmax

ED�3

.4�F

�K

图13.1 种群人口随时间的增长

从较低的基准开始,由于有大量的食物供给,最初物种数量会以稳定的速

度增长———接近指数型的模式。食物供给和生存空间的限制会减缓种群的增

长速度。超过B点,即拐点(inflectionpoint),年均增长下降,种群最终接近

上限Xmax。b 即使种群曾超过这个限度———例如,由于可得食物的暂时增加而

达到C点———在正常的食物供应条件恢复后,也会迅速从C点降至Xmax点。

如果种群数量(population)降至低于临界 Xmin的水平,该种群便趋于灭

绝(D处),如果疾病、捕食或者人类过度捕获使物种数量减少到不可持续的水

⑨



a 一个S形状的逻辑增长曲线朝着上限趋近。参见:HartwickandOlewiler,1998,chap.4。
b 在拐点处,曲线的曲率从正的(向上)向负的(向下)改变。微积分的名词解释,二次导数由正值向负

值变化,并且在拐点处等于0。
种群生物学:研究环境条件如何导致物种的种群改变。
逻辑增长曲线:一个趋向上限的S型的增长曲线。
拐点:曲线上的一个二阶导为零的点,表明曲率从正到负的变化;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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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种现象将会发生。北美候鸽便是典型的例子,过度捕获已经导致该物种

的灭绝。北美森林充足的食物供应曾经使候鸽成为北美大陆最多的物种,过

度打猎导致候鸽零散残存,20世纪早期已绝迹。

一般而言,自然状态下的种群数量是由环境的承载能力(carryingca-

pacity)———自然可得的实物供应和其他生命支持所决定的。为避免生态破

坏和可能的物种灭绝,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其承载力相一致。

图13.1所示的物种数量的增长模式可以用将储量(物种数量大小)与年

均增长相联系的不同方式表达(见图13.2)。储量大小用x轴表示,年均增长

用y轴表示,箭头表明物种数量变化的方向,当增长率为正(Xmin以上)时,物

种数量便向Xmax扩张,而当增长量低于Xmin时,物种数量便逐渐降为0。

�J

7&�=

�F

%4 E+�8 E+�8

Xmax
U/�U

Xmin
UL/�U

MSY

  注:MSY表示最大的可持续产量。

图13.2 物种人口和年度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Xmin是不稳定的均衡点(unstableequilibrium)。在

此处,物种数量稍微增加将使物种数量回到复苏的路径,稍微减少便会导致灭

绝。很多濒危物种正处于这个位置。例如,要维护筑巢种群,美洲鹤仅仅能够

生存,科学家希望向上微调种群数量以增加种群物种。然而,仅是一场重大自

然灾害或疾病便可能造成种族灭绝。

相比之下,Xmax是稳定的均衡点(stableequilibrium)。在自然状态下,

物种数量将接近这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减少后增加,而增加后也会缩减。因

此,尽管在均衡附近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种群数量不会趋于激增或剧降。

通过这种形式,物种数量增长的图示清晰地表明,曲线的最高点对应的是






承载能力:依据现有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和消费水平。
不稳定的均衡点:一个短暂的均衡,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存量水平,通过条件的微小调整可以带来存

量水平的较大变化。
稳定的均衡点:一个均衡,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存量水平在影响存量条件的短暂的改变后系统趋向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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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可持续产量(MSY),鱼类潜在的持续性捕获等于总的年均增长量。如

果人类采用这个数量,则物种数量会保持不变。在Xmin向Xmax之间,捕获任

意数量的鱼类储量都是可能的,其中,点B处的收获可能最大。

从生态原则推导经济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遵循的是严格的生态分析,没有考虑经济含义,

但在第4章我们已经推导出了用于渔业总产量(totalproduct)的经济图表。

如果我们从右往左审视图13.2,从自然均衡点Xmax处开始,我们便可明白总

产出的经济图是如何推导的了。

假如图13.2描述了自然状态下的鱼类数量,例如,当第一批欧洲殖民者

到来时,鳕鱼种群离开了新英格兰。c 随着捕捞力量增加,鱼类资源将下降。

然而,这导致了更高的鱼类年增量。这是因为在不变的食物供应下,稍许减少

鱼类资源可以加速鱼类繁殖。这种模式会持续下去直至到达最大化的可持续

产量点B处。

假如捕鱼持续超过最大的可持续产量,模式就改变了,鱼类资源和年增加

量下降,更大的捕获加剧了存量和产量的减少,直至最终随着不断靠近Xmin,

鱼群面临灭绝的危险。

这种生物衍生模式的经济视角如图13.3和图13.4所示。图13.3将捕捞

力量(用每天船只的数量衡量)与总回报联系起来。总产出用鱼的吨数衡量,

可以将其乘以鱼价转化成货币。d 总收入(TR)曲线与图13.2的产量曲线形状

大致相同,事实上,与产量曲线极其吻合。图13.2中增强捕捞力量是从右向

左的顺序,但图13.3则是从左向右。在这两个图中,我们对横轴的量化用不

同的单位,一个是度量鱼的数量,另一个是捕捞力量,但一般而言,随着捕捞力

量的增加,鱼类数量会下降。

当然,捕鱼也涉及成本,图13.3所示的总成本曲线是线性的,这意味着每

单位捕捞力量的成本为常数。其他形式的总成本曲线也是可能的,不过随着

捕捞力量的增加,总成本通常也会增加。这里所示的成本与收益的结合可以

使我们确定两个可能的均衡位置:

1.经济最优点(economicoptimum)EE,该点处总收益曲线的斜率等于

总成本曲线的斜率,或者说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c 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美国土著人所从事的渔业活动几乎对自然平衡没有产生影响。
d 此例中,我们假设一个稳定的渔业市场价格。

总产量:给定投入品数量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数量。
经济最优点:最大化经济指标的结果,如效率或利润。



第13章 可再生资源使用:渔业
◆323  

3"��
UEEU

��8	
UEOU

MSY
UEMU

���F

���	���

TR

TC

B

图13.3 渔业的总收入和总成本

2.开放获取均衡点(open-accessequilibrium)Eo,此处 TR=TC,或者

AR=MC(平均成本=边际成本)。

图13.4采用边际/平均成本和边际/平均收益曲线,更易于寻找均衡点。
最大化的可持续产量位于图的EM 处,此处TR最大并且 MR=0。

开放获取的均衡点为Eo,正如第4章所述,只有在 AR=MC处才会发

生,这意味着渔业的利润已经降为0,只要渔业是有利可图的,新进入者便会

不断增加对鱼类种群的压力,这便导致总收益的下降直至TR=TC。此处是

经济和生态上不可取的点,但若不实行限制捕鱼的政策,此点可能会出现。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开放获取的均衡会导致租值消散(rentdissipa-
tion)———渔业潜在社会收益的损失。渔业的单个所有者通过在EE 点限制经

营可获得潜在的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图13.4中的阴影面积A代表潜

在租金。平均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差值表明单位捕捞力量的租金,面积A是总

租金。若开放获取,经济利益便消失了。
注意图13.4中经济最优EE、最大化可持续产量EM 及开放获取均衡点

Eo 之间的关系。经济最优位于最大化可持续产量的左侧,而开放获取位于最

大化可持续产量的右侧,如第4章所述,经济最优可以通过执照费(license
fee)以及配额制(quotasystem)实现。







开放获取均衡点:自由进入市场导致的开放存取资源的使用水平;该使用水平可能会导致该资源耗竭。
租值消散:由于市场失效导致的市场上潜在社会和经济收益的损失。
经济租金:稀缺资源所有者获得的收入。
执照费:为了使用一种资源而支付的费用,如捕捞许可证。
配额制:通过限制资源开采许可的方式限制资源使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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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渔业是局域化的情形时,如小型湖泊,经济最优可以通过私有化产权

(privateownership)达到。追求利润的所有者或共同行动的所有者群体存在

将捕捞力量限制在EE 处的动机,这样便可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具有防止渔业

被过度捕捞的效应。

MCUMRUAR

A

AR
MC

MR

AU/F	�.��+

EOEMEE

���F

图13.4 渔业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参照生态图表(见图13.2),我们看到,经济最优点位于 MSY(点B)的右

侧,在可持续的范围内,尽管由于捕捞使鱼类资源下降,但是较高的年增长率

将使系统维持恢复力,或者反弹的能力。相反,开放捕获均衡位于 MSY的

左侧。

当我们逐步向 MSY的左侧平移时,产量和年度增长均会下降,鱼类资源

最终可能处于灭绝的险境。随着捕获鱼量的下降,鱼类价格可能会上升,图

13.4中的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曲线增加,因此开放获取的均衡点进一步向右

移动,从而加速了渔业的崩溃。e

遗憾的是,在世界渔业中开放获取的均衡非常普遍,图13.5展示了菲律

宾渔业的数据。菲律宾渔业的开放获取已经导致捕捞水平首先超过最大化的

经济产量 MEY(在以上分析中与EE 点相对应),然后是最大化的可持续产量

MSY(与EM 点对应)。注意,实际历史数据与渔业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如此吻

合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渔业是如

何超过最大化的可持续产量,以及底层(海底)和中上层(海洋)的渔业捕捞又

是如何开始下降的。

 私有化产权:对特定资源提供某些专属权,比如地主的限制擅自通过权。
e 渔业的崩溃过程不能够完全在一个静态的平衡模型中表现出来,如图13.4所示,而是需要更复杂的

动态模型显示非均衡效果的渔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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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PaulyandThia-Eng,1988.
图13.5 开放获取的菲律宾渔业

13.3 实践中的渔业经济学

如第4章所述,公海捕鱼是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可能发生情

形的典型诠释。个体渔民热衷于保护行动的动机很少,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他们不

捕捞这些鱼,其他人可能也会捕捞。若没有明确的限制,渔民将捕捞尽可能多的

鱼。技术进步使寻找和捕捞鱼群更为容易,从而造成了渔业资源的恶化。

 公地悲剧:指公共财产资源被过度采伐的趋势,因为没有人有动机去保护该资源,而个人的财政激励促使
他们扩大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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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传统社会具有当收获某些特定鱼类时对捕鱼季节和天数或对捕鱼总

量进行限制的传统,如在产卵期季节禁止捕鱼。近年来,这些传统在很多情况

下被抛在一边,这部分归于人口压力,均衡被打破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制度失灵

(institutionalfailure),如当外部利益群体获得颠覆传统产权模式的权力时。

当前世界很多渔场均存在过度捕捞(overfishing)现象,之所以说是过度捕

捞,是因为人类需求已经超过了鱼类的再生能力。

大约25%的世界海鱼资源被认为过度开发,另外50%被完全开发。野生渔业资

源耗竭归因于过度开发以及由于不断增长的沿海人口对资源施加的压力逐渐增大,

加速了沿海、海洋、淡水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加速退化。

十大海洋鱼类品种共占据了所有捕获的鱼类产品的30%,其中有7种被完全开

发或过度开发。受人口压力和自然干扰(比如不利的气候条件、污染和疾病暴发)的

影响,过度开采资源使其恢复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随着现代船舶如商业拖网渔船的引入,渔业经营的规模急剧增大。

1970~2005年,全球船只运力增加了6倍,而每吨船队运力的平均捕获量(渔
获率)稳定下滑(见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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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FAO,2009.
图13.6 全球运力和渔获率

很明显,开放获取的情形是经济不理性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引起生态问

题,因为现代化的捕鱼手段常会引起非目标物种的高死亡率。所有捕获物中

有1/4由于尺寸不足或不适合销售被丢弃,这种全球捕获中被浪费的部分称

为“副渔获物”(bycatch)。2009年一篇文献认为:





制度失灵:政府或其他机构不能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
过度捕捞:随着时间推移会减少鱼类存量的捕捞量水平。
副渔获物:相比较于预期的商业品种,水生生物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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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确认的副渔获物有3850万吨,占预计的每年全球海洋捕捞量9520万吨的

40.4%……由于缺乏任何形式的有效管理,大量生物群体正被迫离开海洋。因此,这

篇文章揭示了副渔获物是由于普遍缺少监管导致的,是无形捕鱼的一个潜在的问

题……很少有产业能忍受约40%的浪费或缺少持续管理水平。

虽然确定渔业最大化的产量有助于维护个别物种,但是生态可持续问题

更为复杂。一个物种的耗竭会导致海洋生态不可逆转的变化,因为其他物种

会填补原先捕捞鱼种所占用的生态位。例如,在北大西洋渔场,狗鲨和鳐鱼代

替了被过度捕捞的鳕鱼和黑线鳕,而如今它们也面临着被过度捕捞的威胁。

捕鱼技术,如拖网作业,所用的网是沿着海底被拖起的,对水底底栖生物的所

有物种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大西洋主要海域,曾经多产的洋层生态群落已

经被重复拖网作业严重破坏了。

粗略地根据渔获率和 MSY比较,捕鱼可以分为三个类别:f

(1)非完全开发(non-fullyexploited):捕捞水平低于 MSY,也就是说,

随着捕捞力量的增加渔获量增加。

(2)完全开发(fullyexploited):捕捞水平达到或接近 MSY。

(3)过度开发(overexploited):捕捞水平超过 MSY,也就是说,即使没有

捕捞力量的下降,捕捞水平已经从峰值处显著下降。

因此,只有鱼类资源被划分为非完全开发,捕捞水平才可以持续增加。对

于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的渔业,捕捞力量的增加只会导致捕捞量的下降。图

13.7展示了全球水平上的鱼类资源现状。2009年,只有13%的鱼类资源被划

分为非完全开发,57%为完全开发,30%为过度开发。我们看到,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被划分为非完全开发的鱼类资源的百分比已经从40%下降到仅

10%多一点,然而,同期被划分为过度开发的鱼类资源的比例却在稳定增长。

正如2008年的一篇报告表明的那样:

人类现在有能力在世界大部分富饶的栖息地寻找和捕捞渔业资源,并且做得比

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但结果是我们不能再期望找到隐蔽的鱼类资源。事实上,很多科

学家已经警告过鱼类数量在近几十年即将崩溃。虽然确切的时间可能值得商榷,但

趋势是确定的———[新的压力(例如,天气改变)正威胁着渔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

糕]……,正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海

洋渔业捕获的长期最大化潜力了。”





f 分类体系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导得出,考虑了产卵的潜力、规模和鱼龄结构以及储量丰富度。
非完全开发:鱼类的捕捞水平低于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概念。
完全开发:鱼类的捕捞水平达到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概念。
过度开发:鱼类的捕捞水平超过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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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即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2。

图13.7 1974~2009年全球渔业状况的全球趋势

13.4 可持续渔业管理的政策

世界银行和FAO强调迫切需要渔业制度改革:

不采取行动意味着鱼类种群崩溃的风险增加,同时,补贴带来的政治压力也不断

增加,一个对全球财富没有净贡献的部门正在社会上不断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改

革是有效取消海洋捕捞渔业的开放获取条件,建立安全的海洋使用权和产权制度。

很多情形下的改革也将涉及减少和取消引起过多捕捞力量和捕鱼能力的补贴。世界

银行已经强调对优质公共产品,如科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良好的自然资源管理以

及改善的投资环境等进行投资,而不是采用补贴的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在开放获取的渔业会出现

是因为重要的富饶资源———湖泊海洋———被视为免费资源,因此被过度利用。

一种简单的解决方式便是对资源进行定价。

当然,私人所有者缺少,以小型湖泊为例,会允许无限数量的人类免费捕鱼,

并耗尽鱼类资源直至其没有价值。资源所有者收取一定的捕鱼费用,所有者会产

生一定收入(部分可能用于恢复湖泊资源),同时也会限制捕鱼的人数。虽然所有

者的动机是收集经济租金,但是捕鱼的人也会获得收益,尽管缴纳一定的费用,但
是他们已经得到了持续良好的捕捞,而不是遭受鱼类资源耗竭的损失。

海洋渔业不能用私有化所有权的方式解决。海洋,也被称为公共财产资

 市场失灵:某些市场未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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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它属于每个人而不是某个人,但是根据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的1982年《海
洋法》(LawoftheSea)条约,各国可以对近海渔业宣称拥有领土权。那么,

他们便可在专属经济区(ExclusiveEconomicZone,EEZs)———正常从海岸

线扩展200海里———通过要求获得捕鱼许可证限制对渔业的获取。

捕鱼许可证可以以既定的价格出售或者通过拍卖将有限数量的许可证出

售,事实上,这建立了资源获取的价格。注意,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把负的外

部性内部化。现在每个渔民必须为强加给渔场的额外成本支付一定的费用。

费用传递的经济信号将导致较少的人进入渔业。

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过度投资的问题。购买许可证的渔船所有者

通过投资新设备,如跟踪鱼群的声呐设备、更大的渔网、行程更远更强大的发

动机,获得最大捕获量的额外收益。他(她)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在海上以获

取投资在许可证和设备上的最大化回报。如果所有的渔民都这样做,耗竭问

题也许将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总渔获量配额予以回应,但区域配额

往往难以执行,并会遭到渔民的强烈抵抗。

一个将限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政策,便是个体可转让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ablequotas,ITQs)制度。与可转让排放许可类似,ITQs对可以获取

的捕鱼数量给与最大限额。任何购买配额的人可以捕获和销售一定数量的

鱼,或者可以将配额或捕鱼权卖给其他人。假设可以实行配额限制,那么来自

渔场的总渔获量将不会超过之前的水平。

为了确定最大的可持续产量水平,政策制定者必须咨询海洋生物学家,他
们可以估算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水平。在生态持续性被确定后,许可证市场将

会提高经济有效(economicefficiency)。要得到ITQs,那些高效捕鱼的人比

其他人出价更高。尽管ITQs制度在一些地区非常成功,但也招致了推动渔

业集聚和被排挤的小渔民的抱怨。

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涉及高度洄游鱼种,如金枪鱼和箭雨,一直游走于国家

渔业区和公海之间。即使国家水域具有较好的资源管理政策,这些鱼种也可

能作为开放获取的全球资源被捕获,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鱼类资源下降。只

有国际协议才能解决全球公域的问题。

1995年,签署了第一个这样的协议:高度洄游和跨界鱼类种群公约,该公

约体 现 了 第 7 章 所 介 绍 的 生 态 经 济 原 则:预 防 原 则 (precautionary








《海洋法》:1982年关于海洋捕捞的一项国际规定。
专属经济区(EEZ):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海岸线附近200海里的一个区域,在这里,国家对海洋资源有

专属管辖权。
个人可转让配额(ITQs):可交易的收获资源的权利,如允许捕捞特定数量鱼的捕捞许可。
经济有效:资源分配最大化社会净收益;排除外部性的完全竞争市场。
预防原则: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不确定性并通过采取措施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发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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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该原则暗示着,在问题出现之前,而不是等到明显耗竭的时候,就
应该通过限制总渔获量、建立数据收集和报告体系、利用有选择性的装置最小

化副渔获物等措施控制渔业开放获取。

需求方问题:转变消费模式

当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消费了全球26%的渔获量,而发展中国家则消费了

74%。在发展中国家,鱼类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

和收入可能会引起对鱼类和鱼产品需求的稳定增长,然而,供给扩张,至少来

自野生鱼类的供给扩张已经接近极限。

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渔业捕获量稳定增长(图13.8),按人均计算,20世

纪50年代和60年代,鱼类捕获量增长稳定,自此以后,只是稍微有所增长。

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鉴于大部分鱼类资源已经被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全球

渔业总捕获量进一步增长是不可能的。大西洋渔场受到特别大的压力,因为

很多捕鱼国家正在为开放获取进行竞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渔业管理已

经不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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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观察研究所,2009;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数据,2013。

图13.8 1950~2005年世界海产品捕获量

世界渔产品的20%,超过2000万吨用于非食品,如鱼粉或者油类。大豆

制品和动物及养殖鱼的替代使用将缓解对渔业的压力,并可能使更多的鱼类

直接用于人类消费。当然,这将依赖陆生蛋白产品,如大豆不断增长的产出。

如我们在第10章所讲,这可能会引发其他环境问题。

人类消费模式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识别由环境损害技术捕获的鱼和

海鲜的宣传教育活动可能会引导消费者规避某些物种。例如,旨在制止剑鱼

数量减少的抵制得到了很多餐馆厨师和消费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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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产品采用可持续方式生产的生态标签(ecolabeling),具有鼓励可持

续捕鱼手段的潜能。确认采用可持续捕鱼的产品通常会有略高的市场价格。

通过接受产品溢价,消费者含蓄地同意对某些行为进行支付,而不是仅支付他

们所吃的鱼。他们为海洋生态系统的安全支付了额外的一小部分费用,也对

保存未来人们食用的鱼类支付了额外的小额费用。消费者的选择为捕鱼行业

采用可持续的手段提供了经济激励。

用经济术语讲,我们可以说,消费者正在通过购买生态标签产品将与可持

续捕鱼技术相关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政府或者声誉较高的私人机构可以监督

可持续渔产品的认证(certification),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海豚安全”生态

标签,这在金枪鱼捕捞过程中对减少被误捕的海豚具有一定的作用。

政府政策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另一个领域是补贴(subsidy)的明智利

用,例如,帮助开发专门为释放副渔获物或避开海底主要障碍而设计的设备。

这可能会缓解取消破坏性捕鱼行为的政府干预的政策反对。遗憾的是,当前

大部分补贴达不到预期目标,因其增加了过度捕鱼的经济动机(见专栏13.1)。

专栏13.1 实践中的渔业政策:成功还是失败?

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渔业需要政府管理以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捕捞

问题,但是许多政府的渔业管理政策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恶化了过

度捕鱼或加剧了鱼类资源耗竭。实行渔业补贴则尤其如此,渔业补贴包

括补助金、贷款、税收激励、优惠保险、燃油税抵免以及对更高效捕鱼手段

的支持。每年全球渔业补贴约200亿美元,几乎所有的这些补贴都会导致

过度捕捞。

实行捕捞限额的政策对预防鱼类资源耗竭更为有效,甚至在有些情

况下,有助于资源恢复,但这些政策常会备受争议,因为对捕捞时间或捕

捞数量的限制会减少渔业收入。例如,在新英格兰地区,美国联邦法官

2002年的一次判决发现,捕鱼限制并没有在恢复鳕鱼和其他底栖鱼类上

取得成效,进而法院提出了更严厉的规则。渔民的竞争会破坏鱼类生存。

2013年,新英格兰地区对鳕鱼捕捞的限制进一步收紧,缅因州海湾收紧了

77%,佐治亚洲收紧了61%。因为渔业资源的灾难性下降,加拿大近期关

闭了历史悠久的大西洋鳕鱼渔场。





生态标签:提供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标签。
认证:确认某种产品符合特定的标准的过程,例如确认使用有机农业技术来进行生产。
补贴:政府对某个行业或经济活动的帮助;直接通过金融帮助补贴,或者间接通过保护性政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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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像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已经率先使用可转

让的捕鱼配额。实际上,这在海洋渔业确立了产权,该行业的新进入者必

须向当前所有者购买许可证。由于总捕获量是相对有限的,鱼类资源已

经达到顶峰,捕鱼许可证的价值已经上升,这便给了渔民保护渔场的激

励。“为什么要伤害渔业?”澳大利亚捕龙虾的渔夫说道:“它是我的退休

基金。如果没有剩余的龙虾,没有人会为我支付35000美元/捕获圈。如

果我现在就掠夺渔业资源,10年后我的许可证将没有任何价值。”

新西兰捕龙虾的渔民要从高达800个龙虾捕获圈中获取那些体型偏

小、寿命更短的龙虾,维持基本生活。与新西兰渔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

同行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因为龙虾捕获圈仅60个,他们可以捕获更大的

龙虾。监管澳大利亚龙虾业的一位生物学家说:“捕鱼可能是唯一的经济

活动,在这个经济活动中,你可以通过较少的劳动赚更多的钱。通过捕获

更少的龙虾,渔民便可留下更多的龙虾进行繁衍生息,这将使他们在以后

捕获龙虾更为容易。龙虾茁壮成长,渔民也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陪伴

家人。”

可转让的配额体系也面临批评者的反对,这些批评者害怕企业通过

购买许可证接管公共水域。然而通过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可拥有的许可

数量,转让配额体系有可能保护小规模经营者。罗得岛州的一位捕龙虾

者,RichardAllen正在游说澳大利亚式体系:“很多人抱怨将其他人拒之

捕鱼业之外是不公平的……但是,由于当前的体系,我们所有的捕鱼者都

被拒之门外。我不能出去捕获大比目鱼和箭鱼,因为已经所剩无几。我

宁愿鱼类资源兴旺并且具有购买许可证的选择权。”

资料来源:来自JohnTierney的渔民和生物学家陈述,“两个渔场的

故事”,《纽约时报》,2000年8月27日;BethDaley,“新英格兰渔业急剧缩

减:法官判决是对渔业的沉重打击”,《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4月27日;

ColinNickerson,“加拿大宣布终止鳕鱼捕捞”,《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4
月25日;JayLindsay,“新英格兰监管机构批准捕鱼缩减”,《波士顿环球

报》,2013年1月30日;补贴估计,MyersandKent,2001年。

水产养殖:新的解决方案,新的问题

鱼产品增长最快的领域是通常在大型海洋圈中的水产养殖(aquacul-

 水产养殖:对鱼类和贝壳类等水生生物进行养殖,主要供人类使用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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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养鱼业。近年来,世界鱼产品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水产养殖

(见图13.9)。然而,从环境的角度分析,水产养殖可能会引发很多环境问题,

正如它解决的环境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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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2;世界观察研究所,2009。

图13.9 1950~2007年全球野生捕捞和水产养殖的渔业收获

传统的水产养殖体系常会饲养几种物种,并将农作物和动物进行有机、健
康的结合,现代体系依靠经济上有利可图的鱼种如鲑鱼和虾的单一养殖

(monculture)。这种体系存在很多负面性(见专栏13.2)。过量食物和鱼的排

泄物污染了水生环境,饲养鱼群会传染疾病给野生鱼群,或者是,即使后者能

幸免,它们的野生基因源也会退化。虾类养殖通常会取代红树林,而这具有更

大的生态破坏性。

专栏13.2 科学家批判鲑鱼和虾的水产养殖

根据《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水产养殖以解决陷

入困境的全球渔业,但渔业养殖最成功的一些形式也可能弊大于利,因为

其耗竭海洋资源并污染了水资源。

斯坦福大学和美国环保协会的研究人员认为,鲑鱼和虾对环境尤其

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些鱼种属于食肉类,若其食用的鱼被其他海洋生物或

人类食用,它们可能会消费更少的量。

 单一养殖:在一块土地上只种植一种农作物,每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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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鲑鱼养殖者要喂180万吨的野生鱼类但仅能收获644000吨

的鲑鱼。与此同时,来自虾和鲑鱼养殖的水污染也在增加,单是挪威的鲑

鱼养殖从鲑鱼粪便中排出的物质至少等于拥有170万人口的城市的排放

量。此外,养殖鱼能够将疾病和寄生虫病传染给野生鱼类,并且免于被传

染的鱼类也会使野生基因源退化。

虾类养殖,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了700%,中国、泰国和印度尼

西亚的虾类养殖也造成了池塘的生态受损,这些地区的低收入群体通常

会自私地捕虾。

这篇文章总结道:“虾类和鲑鱼养殖的迅速增长已经很明显地导致了

生态退化,然而对世界粮食安全的作用很小。”

资料来源:ScottAllen,“水产养殖污染和损害海洋生物”,《波士顿全

球报》,1998年10月30日,第13页;R.L.Naylor,J.EagleandW.L.
Smitl,“太平洋西北部的鲑鱼水产养殖:全球产业”,《环境》第45期,第8
页,2003年10月。

短期内,密集型虾类养殖具有较高的利润:个体虾类养殖户每年每公顷可以赚

10000美元,集约化生产率为每公顷4吨~5吨虾。与之相比,虱目鱼或鲤鱼等物种

大约每公顷的收入仅为1000美元。但是,这种经济回报并不能对生态损害(如栖息

地退化)和经济损失做出解释。将多元生态体系转化成单一体系后,渔民和公众都损

失了很多生态产品,如鱼类、海鲜、林木、木炭和其他产品,他们也失去了海洋生态系

统提供的服务,比如过滤和净化水资源、进行养分循环、去除污染物、保护受沿海风暴

和恶劣天气影响的土地。马来西亚一份对马塘红树林的研究表明,单纯海岸地区保

护的价值就已经超过虾类养殖价值的170%。

在适中的局部范围内,内陆水产养殖可促进将农作物如水稻和鱼塘相结

合的水体系的多元利用,对生态环境大有裨益。亚洲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业

具有悠久的历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展现了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

力。海洋养殖渔业能否大规模实践且对环境没有损害还有待考证。

鉴于水产养殖的迅速发展,制定政策应减少资源密集型方式的生产,传统

的鱼塘系统将当地环境与可得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恢复和鼓励发展这

种鱼塘系统有助于水产养殖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水产养殖无疑是渔业管理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补偿无限度获取野生鱼

类带来的损害。为满足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需求,我们需要包含供给管理、

需求改变和可持续的水产养殖方式的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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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可再生资源体系如渔业涉及生态原则和经济原则。鱼类数量会基于环境

承载力在自然状态下达到均衡。如果与环境承载力相一致,人类对资源的开

发能够具有可持续性。

渔业的经济学分析表明有效资源的利用应该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协调。然

而,很多渔场的开放获取条件为过度开发创造了强烈动机。

从全球规模来讲,渔船运力和渔业捕捞能力持续增长的结果是,87%的世

界渔业被划分为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进一步增加全球捕鱼数量的潜力有限。

破坏型捕鱼技术已经损害了海洋鱼类栖息地,改变了海洋生态环境,并减少了

海洋的生产力。

维持可持续产量和恢复耗竭渔业的政策包括将限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国际公约已经为领土主权和管理实践设立了指导原则。各国可以获得渔业许

可证或利用配额限制对渔业资源进行获取。区域性配额很难实行,但个人可

转让配额体系的应用比较成功。

鱼类是重要的蛋白质资源,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认为这些国家

的需求随着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不断增长。由于鱼类捕获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可

持续限度,更有效的消费模式和水产养殖的增加是很重要的。

为促进可持续的渔业管理,通过消费者意识、认证或生态标签项目可以改

变消费模式。水产养殖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也涉及显著的环境成本。小规模

传统的陆地水产养殖比大规模的商业运营往往具有更好的环境效益。

问题讨论

1.渔业耗竭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近代以来,哪些因素导致该问题更为严

重? 该问题是如何与渔业的经济与生态分析的区别有关的?

2.渔业管理政策的私有产权、政府通过许可证管制和个体可转让配额的

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每种政策适用于什么情景?

3.解释与渔业相关的概念的内在联系:经济租金、最大的可持续产量、经
济效率、生态可持续性。这些概念是如何用于指导渔业管理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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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1.假设一个渔场的特征为在总渔业资源与年度增长间存在如下关系:

资源(千吨生物量)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增长(吨) 0 800 1600 2400 2800 3000 2800 2200 1200 0 -1200

列一张表表明资源储量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列另一张表表明在每个储量

水平的增长率(比如,在储量为60000吨、产量为3000吨时,增长率为5%)。
什么样的储量水平与最大化增长率相对应? 什么样的储量水平可给出最大的

可持续产量? 对于自然状态下的鱼类数量而言,稳态和非稳态均衡的储量水

平是什么?

2.现在假设我们将物种数量/产量的关系转化成渔船经营和总产出间的

关系:

渔船: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总产出(吨): 0 1200 2200 2800 3000 2800 2400 1600 800 0

  鱼类价格平均为1000美元/吨,经营一艘渔船的成本为每年4000美元。
画一张图表明渔业的总收益和总成本为经营的渔船数量的函数,然后画

表展现边际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成本,再用绘制的表格分析以下条件下渔业

的均衡。
(a)没有渔业的自然状态。
(b)从最大化的可持续产量得到的渔业。
(c)在有效管理计划下经营,具有经济最优回报的渔业。
(d)渔业具有开放获取的特征。
就政府的渔业管理政策而言,这种经济分析暗示着什么? 这样的政策应

该基于最大的可持续产量的概念吗? 是否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在此分析中没

有体现出来?

注释

1.UNEP,2002;WorldResourcesInstituteetal.,2000.
2.Foranadvancedtreatmentofthedynamicsoffisheries,seeClark,1990.
3.SeeOstrom,1990;McGinnisandOstro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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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rldBank,2006,p.2.
5.Daviesetal.,2009.
6.SeeHagler,1995;Ogden,2001.
7.Freitasetal.,2008,introduction.
8.WorldBankandFAO,2009,p.xxi.
9.Forasurveyoftheeffectsofentryrestrictionsinfisheries,see

Townsend,1990.
10.SeeArnason,1993;Duncan,1995;Young,1999.
11.McGinn,1998.
12.FAO,2012a.
13.OnAtlanticfisheries,seeHarris,1998.
14.FAO,2012a.
15.McGinn,1998,pp.48-49.
16.SeeBrummettandWilliam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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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森林管理的经济和生态原则是什么?
● 森林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世界哪些地区的森林覆盖正在减少或

增加?
● 可持续林业政策怎样才能被执行?

14.1 森林管理的经济学

森林同渔业一样,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当为满足人类需要对森林进行开

发时,生态和经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有效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渔业一样,自

然增长率是森林生态学的基础,并提供了生态和经济分析的联系。林业管理

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森林增长的累积特性:如果不受干扰,累积几年、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生物体仍可被利用。因此,选择采伐的时间对森林管理非常

重要。

如果我们要测量森林中活立木随时间推移的数量,我们可得到与渔业增

长相似的逻辑增长曲线①(logisticcurve)(见图14.1),然而,采伐的逻辑有稍

许不同。从 经 济 角 度 看,我 们 可 以 将 林 木 看 作 资 产②(assets)或 储 量③

(stock),同时林木也能给人类生产使用价值④(usevalues)的流量⑤(flow)。

如果一片森林归私人所有,那么该所有者可以在资产价值及从使用中得到收

①
②
③
④
⑤

逻辑增长曲线:一个趋向上限的S型的增长曲线。
资产:具有市场价值的事物,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资源资产。
储量:给定时间变量的数量,如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森林中木材的数量。
使用价值:人们对产品和服务使用赋予的价值。
流量:在一个期间里变量的数量,包括实物流量,如每秒测量的河水在某一点的立方英尺流量,或者

金融流量,如一段时间里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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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简化的例子将阐明所涉及的经济原则。起初我们假设对所有者来

讲,森林唯一的财务价值是木材来源。

��F

A

500 30
��

图14.1 森林随时间增长情况

考虑具有100000吨活立木的一片森林,每年有5000吨额外生物数量的

增长率。如果全伐⑥(clear-cut),在价格为100美元/吨时,森林的价值为

1000万美元。实行年采伐量不超过年增长量的可持续管理⑦(sustainable

management)政策将每年产生500000美元的收益。

以上方案哪种在经济上更可取? 这依赖于折现率⑧(discountrate)。在

贴现率为4%时,可持续产量的现值为:

PV=$50万/0.04=1250万美元

在贴现率为6%时,可持续产量的现值为:

PV=$50万/0.06=833万美元

将这些数据与全伐得到的1000万美元的现值相比,我们发现,贴现率越

低,可持续管理越具有经济可行性,但在较高的贴现率水平上,所有者将其全

部采伐会更好。

看待上述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从所有者角度来讲,全伐的1000万美元

收入可以按6%的收益率投资并每年获得60万美元,这比通过可持续管理每

年获得50万美元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商业利率这一金融变量将支配着私有

林管理政策。若森林增长率低于预期利率,森林必然会遭到快采伐。美国森

林管理经常应用这种逻辑,特别是当林地所有者有较高利率的贷款要偿还时。

这个简单的例子没有考虑再种植和再生长,我们可以用更复杂的版本决

⑥
⑦

⑧

全伐:砍伐给定的区域内所有树木的过程。
(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比如随着时间推移自然资本保持不变,既包括存量

稳定也包括流量稳定。
折现率(折旧率):将未来收益或成本贴现为当前收益或成本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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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济最优的采伐期(从林业种植到采伐的时间)。

考虑森林的生物成长模式。图14.1表明,幼龄林的增长要快于成熟林。

年平均生长量⑨(meanannualincrement,MAI)或年均增长率是用总生物能

(biomass)(或木材重量)除以森林年限得到的。用图表示,增长曲线上任意点

的年平均生长量(MAI)是由从原点到该点的直线斜率界定的。在经过原点

的线与增长曲线相切的点 MAI最大(图14.1中点A)。

在 MAI最大的时段(图14.1为30年)处将树木全部采伐。若木材价格

不变,这将导致木材总量最大化和年均收益最大化。

然而,为了达到经济最优,我们必须考虑其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采伐的

成本———劳动力、机器和采伐木材以及将木材运至市场所需的能源;第二个是

贴现率,如前面例子所表明的一样,收益和成本必须要贴现,计算不同采伐政

策的现值。

通过比较不同的采伐期的总成本和总收益(见图14.2),然后将数据贴现

得到预期收益的现值便可确定经济最优(见图14.3)。总收益(TR)等于被伐

林木的数量乘以价格,因此,TR曲线的形状与图14.1中的逻辑曲线类似。

��+�
���

TR

TC

�

图14.2 随时间推移的木材收益和成本

总成本(TC)包括种植和采伐成本,采伐成本随采伐量呈比例上升。总收

益减总成本(TR-TC)表示未来某个时点的采伐利润。未来时间的预计利润

必须进行贴现以计算其现值。从经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讲,贴现后的(TR-
TC)的值的最大处对应的点给出了最优轮伐期(optimumrotationperiod)。

若贴现率变高,未来期望收入的现值将缩减,因此,贴现率越高,最优采伐

时间越短。图14.3展示了未贴现的TR-TC与贴现后的TR-TC的现值。

⑨



年平均生长量(MAI):森林的平均生长率,通过木材的总重量除以林木的年龄来获得。
生物能:木头、植物和动物废料提供的能源供应。
最优轮伐期:可再生能源的最优轮伐期,在这个时期能够最大化资金收益,按照最大化总收入减去

总成本的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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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后的PV(TR-TC)曲线更低,最大值会提前达到。随着贴现率上升,最
优轮伐期缩短,正如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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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考虑贴现率的最优采伐时间

这个原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林业种植一般都基于速生软木树种。生长缓

慢的硬木和混合林可能会在长期内有利可图,但在商业贴现率下,生长缓慢树

木的现值太低,因此对木材公司难以具有吸引力。商业利率的决定因素依赖

于与生态系统不相关的金融因素,但利率对林业管理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种经济逻辑也有助于解释老龄林的压力。已经生长上百年的活立木代

表可以被砍伐并立即获利的经济资产。再种植的往往是速生林种。尽管再种

植具有单一速生树种的整片森林或农作物代表了显著的生态损失,但从商业

角度讲,这可能是最具有盈利性的选择。

商业林业管理的原则常与生态目标冲突。尽管将与林业管理相关的部分

社会成本和利益内部化是可能的,但对于广阔的私有林和开放林地区,市场利

润是唯一的管理原则,这便是导致世界上严重的森林问题和生态多样性损失

的原因之一(见专栏14.1)。

专栏14.1 森林困局

巴拉圭的查科森林占地辽阔,其大小约为波兰的领土面积。虽然大

部分查科森林在几个世纪里都保持着原生态,但如今为了将土地改为牧

场,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前环境部长JoseLuisCasaccia说:“巴拉圭已

经成为毁林运动的始作俑者。”巴拉圭东部大西洋森林的大部分已经被开

垦为大豆农场,仅10%多一点的原始森林还被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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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多的土地被推平以及如此多的树木被烧毁,以致有时白天的天

空变为暮光灰色。“如果我们继续疯狂地这样做”,Casaccia说,“几乎所有

的查科森林将会在30年内被破坏”。森林损失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在查科

得到大片土地的巴西农场主。

巴西从1980~1990年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森林砍伐,然而至2006年毁

林率已经减少了80%,因为巴西政府已经划出了1.5亿英亩的森林保护红

线———大致相当于法国面积。但是近年来,政府对待亚马孙的态度有转

变的迹象,一项临时措施是允许总统减少保护用地。
“巴西正在发生的关于环境政策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

倒退”,前环境部长 MarianSilva说。对巴西国会有强烈影响的农业利益

集团正在极力争取进一步弱化森林法(环境立法的核心部分)的立法。环

境学家认为,提议的变化将会为毁林浪潮大开方便之门。

投票表明,85%的巴西人认为改革法案应该优先考虑林业保护,即使

以农业生产为代价。但是,商业压力会支持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活动,根据

当前环境部长IzabellaTeixeira的观点,“我们必须将收入增长与可持续

发展结合起来”。

政府宣称该方案将要再造林地6000万英亩,比亚马孙的面积还要

大,环境部长将其称为世界最大的造林规划。政府的目标是达到再造林

的数量大于毁林数量。但是,谁会为这些新树埋单? 政府会实行再造林

的要求吗? 巴西甘蔗行业协会的 MarcosJank说:“小型生产商缺少再造

林资金,政府必须发展项目协助他们。”

资料来源:S.Romero,“巴拉圭受困的森林”,《纽约时报》,2012年1
月20日;A.Barrionuevo,“对巴西亚马孙保护倒退的担忧”,《纽约时报》,

2012年1月25日。

毁林开荒常比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更加有利可图。林业管理得到的收入可

能会提供长期利益,但是毁林或年均农业产出的现值可能更大。正如我们理

解的那样,若考虑与林业保护相关的正外部性,经济估算结果可能会得以改

变,但正外部性的价值并没有在市场中反映出来。

14.2 森林损失和生态多样性

人类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减少了森林面积,在另一些情形下可能增加森林

面积,同样也改变了森林的生态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大约2/3的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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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是由于农业用地转换而非直接伐木导致的,但是,开放具有伐木道路的林

区允许自由进入会刺激破坏性的农业技术。

随着人口的增加,天然林已经被大量砍伐并且会被再造林替代。这便产

生了森林总面积变化随总人口密度增加的U形曲线(见图14.4)。世界上大

部分热带地区处于曲线上向下倾斜的部分,并遭受净森林损失。很多森林面

积不变或不断增长的温带地区已经砍伐了天然林并代之以人工林或人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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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毁林和森林覆盖

在过去几十年里,热带雨林损失惨重。2000~2010年,热带雨林损失为

850000平方公里,每年大约85000平方公里(850万公顷)的速率。非洲和拉

丁美 洲 的 森 林 损 失 率 约 为10%,而 亚 洲(不 包 括 中 国)和 大 洋 洲 则 为

5%~6%。

从森林总面积的角度讲,南美洲遭受最大的森林净损失,2000~2010年,

每年大约损失400万公顷,非洲其次,每年损失340万公顷,亚洲20世纪90
年代的净损失为60万公顷/年,2000~2010年,由于中国大面积的植树造林

(见专栏14.2)和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毁林率的下降,每年平均森林净增

加超过220万公顷。

专栏14.2 中国再造林

由于缺少森林覆盖,中国长期遭受水土流失和洪涝等严重问题。据

估计,每年有20亿~40亿吨的淤泥流入长江和黄河,周期性的洪灾导致

数以百计的人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便推动了中国政府实行世界上

最大的再造林工程。

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开始于1999年,设定了到2010年将1467万公

顷的农田转变为森林和造林面积大致等于湿地面积的目标。2011年,研
究人员断定该项工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过去20年里,整个国家参与

全民植树活动的志愿者植树超过350亿棵。因此,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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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达到16.5%。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森林净

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现在这个比率已经降为零,未来几年,该比率

将变为负值(净碳储存)。

该项目涉及数以百万的农户从3370亿元(超过400亿美元)的政府

总预算中得到森林保护支付,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服务付费项目

(PES)。对该项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收入的净效应为正值。尽管中国实

行再造林项目的动机与全球气候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对发展中国家

的林业保护项目提供了范式。

资料来源:“Afforestation,”ChinaThroughaLens,www.china.org.
cn/english/features/38276.htm;“ReforestingRuralLandsinChinaPays
BigDividends,ResearchersSay”,ScienceDaily,May13,2011;Lietal.,

2011,http://www.sciencedaily.com.

发展中国家将森林变为农田、牧场或草原是森林损失的主要原因(见图

14.5),拉丁美洲主要是将林地变为牧场或草原,而在东南亚和非洲,则是转变

为农田,其中东南亚集约型农业更为严重,非洲的主要推手是自给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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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毁林原因的区域分解

即使在森林面积稳定或增长的地区,来自森林经济利用的生物多样性威

胁依然很大。人工林往往是单一种植(monoculture)———为得到最大化经

济回报只选择单一树种进行大量种植,这样,很多人工林取代了为很多物种提

 单一种植:在一块土地上只种植一种农作物,每年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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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栖息地的天然林。重新生成多样林在长时间是可能的,但是,管理森林多样

化的经济动机常常缺失。

最大的可持续产量原则并不足以达到生态持续性。林业管理者只能通过

在采伐地区再种植单一速生林种维持可持续产量,这为木材提供了持续性流

量,为森林所有者提供了收入,但是却破坏了原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损害

了很多在多物种森林里茁壮成长的动物和植物。

恢复能力(resilience)原则是生态体系持续性的核心。恢复力是一种反

弹能力:生态系统从破坏中(比如森林大火或虫害)恢复的能力。一般而言,复
杂的生态系统比简单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恢复力。如果一片培育林仅包含

一个树种,一只害虫就可能毁掉整片森林;多树种的森林更有可能经受住害虫

攻击。森林中物种的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但是生态完整性和生态安全会一直

存在。

过去几十年来,物种灭绝呈加速趋势,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损失可

能是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见专栏14.3)。从经济学角度讲,生物多

样性被认为是与森林和生态系统相关的重要的正外部性或者是与其损失相关

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并没有从森林采伐的商业开发中反映出来,然而,任
何森林管理的政策都必须考虑外部性。

专栏14.3 生物多样性损失

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损失很重要? 一个单一的甲虫物种的损失可能永

远不会被注意到,并且也不会有显著的经济影响。但是,任何物种可能都

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随着日积月累,很多物种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生态

系统复原能力。1990年,从马来西亚雨林一棵树的树枝和树叶中衍生的

化合物被认为可以阻止AIDs的 HIV的两种菌株中其中一种的传播,但
是当研究者返回寻找更多的样本时,他们发现,该树种已经被砍伐,附近

没有其他的树种产生这种关键成分。

除了可能的医药和商业损失外,一种物种的减少甚至都可能改变生

态系统的平衡,对其他物种、生态功能和生态恢复能力引起扩散效应。我

们对世界的生态多样性的认识、对生态多样性损失的认识还是有限的。

2011年的一份研究估计地球上的物种数量为870万种,其中,热带雨

林比其他生态系统包含更多的生物,但是只有不到200万的物种可以被识

别,生态学家发出警告,很多物种可能在被识别和研究前就已经灭绝了。




恢复能力:生态系统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在一个生态群中,不同物种之间保持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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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全面审核总结道:

12%的鸟类和20%的哺乳类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被调查的22%的爬行

动物、30%的两栖动物和21%的鱼类被认为受到灭绝的威胁(见图14.6)。

资料来源:Allen,1992;Black,2011.

经济和人口对森林的压力

推动森林破坏的经济力量包括全球木材产品的稳定增长,这导致森林面

积下降和向生态不可取的种植林的转移(见图14.7)。然而,单纯的需求增长

并不能完全解释森林破坏,过度开采则是制度失灵(institutionalfailure)的
结果,很多国家要么允许开放获取(openaccess)森林资源,要么通过低于市

场价值销售伐木权刺激森林资源的过低要价(underpricingofforestre-
sources)。

在一些情况下,当地社区按照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管理森林,直到他们

失去资源控制权,该权力被归为政府或伐木企业所有。政府会授予伐木特许

权或者由木材公司垄断经营,政府也会鼓励大型农业企业侵占森林进行大规

模养牛(巴西和中美洲)或培育咖啡、烟草和其他热带作物之类的经济作物。

人口压力(demographicpressure)也会导致森林损失。政府鼓励在原生

态的森林地区安家以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压力。这些新的定居者缺少森林管

理的知识,他们的开发或农业侵入具有深入持续的生态影响。尽管不完善的

政策更多地指责林业损失而不是人口压力,但是森林面积的普遍下降一直伴

随着全球人口的日益增长。

14.3 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政策

经济和生态理论可以为制定森林管理的方法提供指导。更好的政策可以

通过促进林业发展而适用于供给方,也可以通过改变消费模式、减少浪费和扩

大循环利用适用于需求方。







制度失灵:政府或其他机构不能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
开放获取:不限制某一资源的可获得性,并且不支付价格。
森林资源的过低要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如采伐权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低于考虑所有社会成本时

的价格。
人口压力:增加的人口对森林和水等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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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被威胁或濒危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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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STAT,2011,http://faostat.fao.org/site/291/default.aspx.
图14.7 地区森林面积的变化

供给方:合适的产权和价格政策

林业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靠的产权(securepropertyrights)。若

个体、社区(包括很多移居者)的土地所有制不稳定,他们就会很少有保护林地

的动机。经济利益迫使他们砍伐森林以得到最大的短期收益。如果被授予可

靠的土地期限,他们将会对森林资源中的持续收入感兴趣,除了木材外还包括

林产品,如水果、乳胶或者咖啡。

为享受产生的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ies),稳定的社区会有保护森




可靠的产权:对财产所有权进行清晰的界定并且由法律进行规范。
正外部性:市场交易的正面影响,影响那些交易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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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动机。例如,坐落于山中的村庄和社区可能会规划重新造林的事情,这样

既能维持木材供应,又能保持山坡上的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森林生态系统还

能提供稳定的清洁水,并预防洪涝。

事实上,与森林维护和再造林相关的正外部性是全球性的。森林能清除

和储存大气中的碳含量,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降低全球气候变化的风

险。这可能不会马上带来收益,但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可能对保护和扩大

森林覆盖的国家提供补偿。未来,也许能够从保护森林而不是砍伐森林中获

得收入。据估计,假设碳储存的价格为每吨20美元,热带雨林的碳储存功能

价值3.7万亿美元(见专栏14.4)。

专栏14.4 森林碳储存评价

森林的一个好处便是树木和其他植物储存二氧化碳(CO2),即碳封

存,植物生物量的净增加一般会增加碳封存,其本质是从地球大气中消除

CO2。正如第18章讨论的那样,CO2 是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温室气体,因

此,增加森林覆盖或防止森林损失会通过缓解气候变化提供正的外部性。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至2030年,

林业缓解方案具有每年储存12亿~42亿公吨CO2 的潜力,这代表5%~

20%的全球CO2 总排放量,其中一半的数量能够以不超过20美元/吨的

成本达到。

森林资源被过度砍伐的原因之一是正的外部性价值并没有在市场交

易中反映出来。对正外部性价值的评估可用于支持森林保护。生态经济

学杂志的一篇文章(Kundhlandeetal.,2000)给出了津巴布韦Savanna大

草原地区碳封存收益的评估结果。

作者用25美元/吨的价格作为碳封存的收益,未来收益每年按照5%
的比率进行贴现,碳封存的现值预计是大约每公顷300美元。该数值虽然

很重要,但是低于潜在的农业用地的值,农业用地大约为每公顷600美元。

因此,仅依靠碳封存的收益,阻止森林向农业用地转变的政策并不是经济

上合理的。然而,与其他森林价值相结合,碳封存的价值可能会改变森林

转换的经济逻辑。

澳大利亚关于森林管理的一份研究(CreedyandWurzbacher,2001)

表明,包含碳封存的价值会增加最优的采伐时间,包含森林的其他生态价

值可能会使采伐时间增加到无穷大(也就是说,无限期地保护森林才是经

济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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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具有包括水土保持、野生生物栖息地、娱乐和适销产品在内的其

他价值。对森林收益的完整核算或许表明了森林保护的正当性,但是如

第6章我们看到的那样,得到对所有价值的有效估计可能很难。单纯依靠

市场行为的森林政策“难以全面考虑森林的众多功能和价值,因其并不能

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忽视不能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的林业利用决策会

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同时也具有不利的环境后果”(Kundhlandeetal.,

2000)。

资料来源:CreedyandWurzbacher,2001;IPCC,2007;Kundhlandeet
al.,2000;Wertz-Kanounnikoff,2008.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森林特许权的全价(fullpricing)。政府低成

本销售木材的政策构成了对伐木公司的补贴(subsidy)和腐败行为的诱因,
比如为得到有价值的特许权向政府官员贿赂。正如我们看到的,既然林业的

过度开采具有很多负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y),采用补贴则尤其不恰

当,根据经济原理,只有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时才能利用补贴。
经济学原理支持可靠的产权和资源的全价,但生态视角增加了森林管理

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森林必须被看作复杂的生态体系而进行管理,这样既

可以提供健康的生态系统,又可以为当代和后代提供广泛的商品和服务。这

与私人土地所有者考虑的事情不同,私人所有者为寻求盈利管理森林,常会选

择速生林种,并在很短的周期内进行伐木,而不是允许天然林按自然周期

生长。
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包括提供水服务、维护水质、碳封存价值、生物多样

性价值、娱乐、旅行和文化价值。因此,森林的总经济价值(totaleconomic
value)大大超过木材和其他商业产品的价值。

政府政策可以通过林业减税或限制一次采伐之类的措施鼓励合理的森林

管理。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与良好的森林管理相关的正外部性证明这

样的政策是合理的。对可持续生产的木材的认证(certification)项目也已经

启动。这样,消费者和公共机构可以通过购买选择促进良好的林业活动。经

验表明,很多消费者愿意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可持续生产的木材。2012年,
森林管理委员会在80个国家确认了1.62亿英亩的认证林,其中有0.24亿英

亩属于发展中国家。







全价:产品的价格既包括内部成本也包括外部成本。
补贴:政府对某个行业或经济活动的帮助;直接通过金融帮助补贴,或者间接通过保护性政策。
负外部性:市场交易的负面影响,影响那些交易外的内容。
总经济价值: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加总。
认证:确认某种产品符合特定的标准的过程,如确认使用有机农业技术来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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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作为公园用地保护区,错综复杂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才得以被有效

保护,在此情况下,政府或私人保护机 构 才 将 其 作 为 公 共 物 品(public

goods)。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公园周围允许当地民众开发森林产品,这样可以

减少因森林资源而遭受损失的村民对公园的敌意,否则,入侵保护区是一个重

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很多保护区被称为“纸上公园”,因为,对森林的保护仅存

在于纸上。
将可得信用(availabilityofcredit)按照合理的条件给予村民用于投资

再种植和农林业(lagroforestry)(树木和粮食混合经营),投资往往是关键因

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高利率会刺激较短的规划周期,而低成本贷款可以

使长期资源保护投资更加有利可图。
将林业保护的财政激励与森林的碳储存相结合,对森林保护提供补偿的

项目利率已经有所上升,因此,林业所有者或经营者将得到“不再伐木”或“再
造林”的信用。联合国一项旨在从森林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热带雨林

国家生计的规划,已经批准了非洲、亚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的44个参

与国共计6700万美元资金。2008年的一篇报告提出“世界各地要在2020年

将毁林排放减半以改善气候变化,2030年林业部门要实现碳中性,即来自森

林损失的排放与新的森林增长吸收的量相平衡”。

需求方:改变消费模式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林产品的需求在稳定增长,对纸张的需求增长更

为迅速(图14.8)。同其他形式的消费一样,纸张消费的分布不均衡:美国平均

每人每年使用纸张335千克,德国的人均消费为200千克,巴西是35千克,而
印度仅为4千克。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与美国人消费得同样多,那么世界用纸将会是现在的7倍,

到2050年将是11倍。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纸张使用保持全球现在的水平———每年

每人50千克,2050年的人均消费将是现在水平的1.7倍。

扩大纸张和其他木质产品的循环利用对减少森林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从

世界范围讲,43%的废纸可以被回收利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经常会恢复和

利用纸制产品,也经常从其他国家进口和回收废纸。
纸张和其他木制产品的低价既刺激了更多的消费又抑制了循环利用的

提高。在一些情况下,对森林采伐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刺激了伐木而非纸张

回收的利用。将环境的外部性内生化到价格中有利于产品回收效率提高,





公共物品:可以被所有人使用的物品,并且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可获得性。
可得信用:提供贷款,特别是给相关的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投资。
农林业:在同一片土地上既生长树木又生长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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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木质产品进行合理定价,提高回收材料产品的价格,从而鼓励更高的回收

利用率。

除了通过回收利用减少需求外,认证项目使消费者能够识别可持续木质

品。如果消费者愿意为这些认证产品支付溢价,生产可持续的木质产品的农

村社区能够使收入得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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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AO在线数据库,2011,http://faostat.fao.org/.
图14.8 1961~2009年世界纸张和木质产品生产

14.4 结论:经济和生态原则的协调

从可再生资源管理的基本经济理论上看,自然资源的经济有效利用从生

态角度讲不一定是可持续的,虽然比开放获取更具持续性。因此,生态管理的

其中一个目标是使不同的经济原则和生态原则相协调。

我们已经注意到,生态持续性不能通过对资源利用的经济分析反映出来。

经济持续性与随时间变化的收入流量相关,生态持续性依赖恢复力———受经

济开发或自然现象(如疾病或极端天气影响)的生态系统反弹的能力。恢复力

依靠生态复杂性,这是可持续的自然体系的必备因素。

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采伐常会破坏复杂性。在鼓励更快的生长期和更短的

采伐期以及采用更强大设备的林业体制下,老龄林注定会被砍伐。森林总面

积可能不会减少,但是天然林可能会被生态上多样化更少的次生林或速生单

一人工林替代。在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很多自然资源体系以传统

的相对持续的方式被砍伐,而随着市场经济盛行以及设备技术的发展,这些自

然资源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像可持续林业、纸张回收以及材料高效利用的技术为稀缺资

源保护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若给予合适的激励,生态友好技术和管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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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资源、减少浪费、促进回收利用率和更高效的消费。意识到森林的总

经济价值,将正(负)外部性进行合理的内部化,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激励

措施。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可持续性(socialsustainability)。依赖森林产

品的土著居民会受到更先进的林业采伐方式的威胁。社会持续性与资源持续

性是相互依存的。
森林管理政策还必须考虑总体需求的持续增长。尽管增加经济效率的政

策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管理,但在宏观层面上也会增加资源体系的总

压力。更有效的资源利用需要单位消费更少的资源投入,但是由于价格较低,
可能会刺激消费扩张。

侧重森林生态完整性的生态体系管理(ecosystemsmanagement)模式

会提供更合适的政策指导。在这种模式下,经济效率原则非常重要,这反映在

当地社区对牢固的土地所有制、合适的价格激励以及信用扩张的需要上。然

而,单纯的经济有效原则可能与长期的资源有效性原则冲突,因此,有效的经

济管理既要考虑经济原则又要考虑生态原则。

总结

森林管理政策可以由森林增长的生态原则推导出来,林业增长模式暗示

着商业木材的最优采伐期,然而,这种商业最优采伐期忽视了森林的其他生态

功能。
毁林和将天然林转化为种植林会引起严重的生态多样性损失。与生态多

样性相关的价值代表着显著的外部性,但是这种外部性很少反映在市场价

格中。
对木材和木制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增加了对森林的压力。开放获取森林资

源为短期采伐创造机会,但不对再造林和可持续管理进行投资。此外,很多政

府允许木材公司以较低价格获得公共土地,对砍伐森林补贴过多。
鼓励牢固的土地所有制和支持小规模林业企业及农林业的政策可以为保

持森林的生态环境稳定创造激励机制。除木材外,可以从森林提供的其他产

品,如水果、天然橡胶获得收益。对可持续生产的林产品的认证项目可以从消

费者愿意为其支付的溢价中得到收益。公共产品和碳储存功能代表了活立木

正的经济价值,将这些功能内生化有助于促进林业保护。




社会可持续性:社会结构和传统与运行良好的社会保持一致。
生态体系管理:强调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的资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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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与海洋渔业不同,森林可以为私人所有,事实上,很多百万公顷的森林

都是由私人公司所有或经营。按照经济学理论,私人所有应该会为有效管理

提供激励。对于私人所有的森林而言,这种方法在哪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有

效管理也会使生态环境受益吗?

2.森林中木材的价值怎样才能与森林支持生态多样性的价值平衡起来?

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森林管理政策变化能够有助于实现经济盈利和生态保护

的双重目标?

3.消费者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森林保护和森林流失的? 按照促进森林发展

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变对木材和木制品的消费模式中最有效的方式是

什么?

练习题

XYZ林产品公司拥有2000英亩大片林业用地,其中的1000英亩当前

种植硬木树种(橡树、山毛榉等),1000英亩为软木(松树)。每种森林中1英

亩包含200吨的生物量(活立木)。但是,硬木生长缓慢:1英亩硬木每年新增

长10吨,软木则每英亩每年增长20吨。

硬木的价格是500美元/吨,软木为300美元/吨,在不确定的未来,这些

价格预计保持不变(不变价)。有两种可能的管理实践:全伐,即所有树种全部

砍伐,或可持续的木材供应,每年砍伐的生物量恰好等于年均增长量。出清的

成本为40美元/吨(对于任何树种而言),而可持续的木材供应的成本为70
美元/吨。

分析以下情况下XYZ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的森林管理政策:
(a)每年实际利率为3%;
(b)每年实际利率为5%。

现在假设XYZ公司被卡冈都亚集团接管,该集团有1亿美元的贷款,年
实际利率为10%,分析可能的森林管理实践。

评价此处利率的角色,并提供关于森林管理的政府政策建议。存在在给

出的数据中不是很明显但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其他因素吗? 如果森林不是私人

所有而是公共所有,你的建议是什么? 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森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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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你认为区别是什么?

注释

1.Foramoredetailedtreatmentoftheeconomicsoftimberharvesting
andoptimalrotationperiods,seeHartwickandOlewiler,1998.

2.Foranoverviewofthestateofworldforests,seeFAO,2010,2011.
3.ComputedfromFAO,2011,dataannex.Chinahadasignificantin-

creaseinforestedlandduetoanextensivereforestationprogram (seeBox
14.3).Onekm2equals100hectares.

4.FAO,2010.
5.SeeCommonandPerrings,1992;Holling,1986.
6.SeeEhrlichandDaily,1993;Wilson,1988,1992.
7.Fordiscussionofpolicyfailuresinforestmanagement,seeContreras-

Hermosilla,2000;Panayotou,1993,chap.3.
8.Forspecificexamplesofdestructivegovernmentforestpolicies,see

Abramovitz,1998.
9.SeeMyers,1996;Wertz-Kanounnikoff,2008.
10.Onpoliciesforfullpricingofforestconcessions,seePanayotou,

1998,pp.78-79.
11.Forassessmentofnon-marketvaluesofforests,seeKrieger,2001;

Pearce,2001.
12.ForestStewardshipCouncil,FactsandFigures2012,www.fsc.org.
13.See“PartnerCountries”atwww.un-redd.org.
14.Eliasch,2008.
15.Abramovitz,1998.
16.Dataonpaperconsumptionandrecyclingfrom Abramovitz,1998;

AbramovitzandMattoon,1999.
17.SeeForestStewardshipCouncilatwww.fsc.org;WorldBank,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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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全球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
● 水资源短缺可以通过扩大供给解决吗?
● 水定价可以促进水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吗?
● 市场改善水资源配置的潜力如何?

15.1 水资源的全球供给与需求

水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水具有可再生资

源的特征,因为只要不被严重污染,通常水资源可被无限地循环利用。水在水

文循环①(hydrologiccycle)过程中也会被不断净化(见图15.1)。水从湖泊、

河流、海洋和陆地中蒸发,然后随着降水回到陆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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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9!�

9�

图15.1 水文循环

① 水文循环:水通过蒸发和凝结过程自然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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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表水,地下含水层也有地下水储量。尽管渗透的结果是补充含水层,

但大部分含水层的补充时间很长,按照人类的时间尺度,地下水实质上是一种非可

再生资源,因此,水资源体系分析结合了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理论。

可再生资源管理的很多原则适用于水系统,尽管地表水被认为是可再生

资源,但其可获得的供应仍是有限的。

由太阳而引起的蒸发每年将50万立方千米的水汽带入大气中,其中的86%来

自海洋,14%来自陆地。每年以降雨、雨夹雪或降雪的形式降落到地球上的水量大致

相同,但分布比例不同:陆地通过蒸发而被吸收的水汽大约为7万立方千米,但通过

降雨会得到11万立方千米的水汽,因此,每年大约有4万立方千米的水汽从海洋传

输到陆地。

4万立方千米的可得水资源总供给可转化为每人每年5700立方米。水

文学者已经估算出,考虑现代社会的水资源需求,每人每年2000立方米的临

界值就能代表高于人均持续充裕的水平。尽管全球水资源足够满足人类需

求,但并非所有的水资源都能供人类利用,有2/3的水资源以洪水的形式流失

了,为满足生态需要,必须分配部分水资源,如供应湿地和衍生动物栖息地。

更重要的是,水资源在地理和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世界上一些地

区具有充足的水资源,而一些地区水资源稀缺。每年每人有1000~1700立

方米的可得水资源供给的国家被划分为供水紧张②(waterstressed)国家,如
果水资源供应低于每人1000立方米,这个国家就被划分为供水短缺③(water
scarce)国家,这将严重制约食品生产、经济发展和自然体系保护。

图15.2展示了已经遭遇供水紧张和供水短缺的国家。水源供给最受限

制的国家位于北非和中东。供水紧张的国家包括印度、南非、波兰。随着人口

数量的增长,每人可得的清洁水资源将会下降,特别是非洲,2100年非洲人口

预计增长3倍,遭受供水紧张和供水短缺的国家数量预计将增加。

据预测,2025年,48个国家超过28亿人将面临用水紧张或短缺,这些国家中,有

40个位于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未来20年,人口增长和用水需求的增加

预计会将西亚国家推向供水短缺的状态。到2050年,面临供水紧张或短缺的国家数

量将增至54个,总人口有40亿人,占预计的全球94亿人口的40%。

由于气候变化,某些地区的水短缺将会加重,温度升高加速了水文循环。

一般来说,多雨的地区降雨量会增多,从而增加了洪水泛滥的可能性;干旱地

区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干旱,从而增加了干旱发生的概率。(关于气候变化对美

国西部降水格局的更多影响,见专栏15.1。)

②
③

供水紧张:每年人均淡水供应量为1000~1700立方米的国家。
供水短缺:每年人均淡水供应量低于1000立方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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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8。

图15.2 全球淡水可得性(2007年)

专栏15.1 百年预测:干旱

2012年美国的干旱状况非常普遍,该国的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

2011年,美国中南部各州发生了严重干旱,21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各州发

生了5年极端的干旱。直至现在,许多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通往未来

的一个威胁。然而,随着干旱状况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越来越明显的是

我们可能已经生活在气候变化的“新常态”(newnormal)下。

不过,最糟糕的可能还在后头。假如没有明显的政策变化,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表明,美国西部的平均降雨量将少于2000~
2004年干旱年份的平均水平。气候变化的模式意味着我们今天认为严重

干旱的情况到21世纪末可能只是反常多雨的时期,一场即将到来的大旱

灾———明显低于平均降水量的持续几十年的一段时期,很可能会在美国

西部发生。

近期为干旱期间制定的紧急措施,如草坪浇水(lawn-watering)和其

他限制措施,可能需要永久持续下去。农业灌溉的程度可能需要减少。

尽管我们还有时间规避大旱灾的风险,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未来的威胁

的想法会突然和毁灭性地降临在我们身上”。

资料来源:Schwalmetal.,2012.

除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如饮用、做饭、环境卫生外,水资源是经济生产

的重要投入品,最为重要的是,水被用于灌溉作物和饲养牲畜。虽然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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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的农田只需依靠雨水,但17%需要灌溉的农田提供了超过40%的世界粮

食供给。全球用水量的70%用于农业,另外的19%用于工业,包括发电,只有

11%的水资源用于满足市政需求。

与能源消费一样,人均水资源消费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明显区别,如图15.3
所示。与能源利用不同的是,水资源利用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函数。一些

水资源利用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和伊拉克,农业收入并不是很

高,仍严重依赖水资源。中国的人均GDP高于印度,但印度人均利用的水资

源更多,其中的90%用于农业;德国人均水资源利用与中国相似,但几乎没有

任何水资源用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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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粮食和农业组织,Aquastat数据库,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

index.stm.
图15.3 部分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消费

如图15.4所示,2000~2050年,全球水资源需求预计增加55%。所有的

增加预计均发生在非OECD成员国,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由于灌溉效率的提

高,未来几十年全球灌溉水的需求预计将会减少,但是制造业、家庭用水和电

力需求预计将有显著的增加。根据 OECD的资料,“由于缺少重要的政策转

变和更好的水资源管理,这种状况将持续地恶化下去,水资源的可得性将越来

越不确定”。

一个利好消息是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饮用水供应在扩大。联合国设定的千

年目标是:1990~2015年,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世界人口减少50%。这个

目标已经实现了,2010年,约89%的世界人口已经获得安全饮用水。然而,这
种进展并不是均衡的,其中,50%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但是,自1990年以来,非
洲一些国家安全饮用水的获取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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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OECD,2012。

图15.4 2000年和2050年的全球水需求

  2010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享有安全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备的权利视

为人权,这对完全享受生活和保障是很有必要的”,进一步强调了安全饮用水

供给的重要性。这项决议也表达了对“缺少安全饮用水的约8.84亿人口和缺

少基本卫生条件的26亿人口”的深切关注,并号召成员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支

援,“加大努力,以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清洁、可得并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和卫生

设备。”这项决议以121∶0的比率投票通过。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41个国

家,由于担心国家主权放弃了对该项决议的投票。

15.2 解决水短缺问题

水短缺可以通过两种基本方法解决:增加水供给和加强水需求管理。鉴

于某些地区水资源短缺程度,“神奇子弹”(magicbullet)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

的,这需要一系列的选择。

我们有若干可选方案,但是现状并非如此。通常美国解决水短缺的方法是从河

流中引水、建造大坝、打地下水井,然而,这些传统的选择并不是可行的解决方案。其

他离奇的想法包括从北极托运冰山、从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口水、人工降雨,这些想法

反映了人们迫切的希望。人们寄希望于这些情况的发生,却没有强化如何用水和为

何用水的问题。更好的方法包括节约、海水淡化以及城市污水再利用,然而,即使采

取这些措施的地区仍然面临未来水资源短缺的状况。

增加水供给:含水层、大坝和海水淡化

过去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一般集中在提高水供给的方法上。有些地区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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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给难以满足需要,因而经常抽取地下水以获得额外的水资源。虽然地下

含水层可通过水渗流得到补充,但大多数情况下,抽水量远远超过了补充量。

例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依赖沙漠地区的地下水,现在这些含水层

已经得不到补充,有可能在未来40~60年会耗尽。美国西部的奥加拉拉含水

层被过度抽取,造成灌溉区域开始缩减。中国北部和印度的含水层也存在相

似的问题。(世界更多含水层的开发问题见专栏15.2。)

专栏15.2 水资源的供不应求

根据2012年出版的全球地下水供给分析,几乎1/4的人口居住在地

下水抽水量超过补水量的地区,包括很多主要的农业区,如加利福尼亚的

中央谷、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和印度的恒河上游。除了提供灌溉用水,地
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工业需求,并为野生物种栖

息地提供水资源。
“这种过度利用会导致饮用水和食物增长对地下水的可得性下降,”

魁北克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水文学家TomGleeson,也就是这篇研究

的主要作者补充道,“这会导致溪流干涸,并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这篇研究认为,一些含水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步入耗竭。例如,依赖

恒河上游含水层的地理区域是含水层区域的50倍。Gleeson注意到,“在
那里,抽水的速度难以持续下去”。

然而,Gleeson指出,整体来看,剩余的地下水供给是相当大的。地球

上99%的不冻淡水便是地下水。“正是这种巨大的水库才使我们有持续

性管理的可能,”Gleeson说,“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

资料来源:Mascarelli,2012.

增加水供给的另一种方式便是修建大坝。大坝可以拦截洪水,否则,这些

洪水不可能为人类所用或提供水能。世界上的大型水坝大约有48000个,其
中的50%位于中国。这些大坝提供了世界上19%的电力。在中国、伊朗、日
本和土耳其,更多的大坝正在修建中。现有大坝经常受到淤泥堵塞的影响,新
建大坝的增加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损害也备受批判。

由于地球上海水总量巨大,海水淡化④(desalination)看似是一种无限供

给的潜在的水资源来源,然而,成本是海水淡化的重要障碍,从海水中除去盐

分需要大量的能源,尽管随着技术进步,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有所下降,但是

目前每立方米海水淡化的成本仍是0.5~1美元,比从地表或地下获得水的成

本高。例如,在对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城水供给选择的分析中,海水淡化的成

④ 海水淡化:去除海水中的盐分,使其可以用于灌溉、工业或者城市水供应。



第15章 水资源经济学和政策
◆365  

本估计为每英尺1800~2800美元,地表水供给的成本为每英尺400~800美

元,地下水供给的成本为每英尺375~1100美元。虽然海水淡化可能具有经

济意义,但是大量供给地球水资源是不可能的。

尽管海水淡化技术有重大进步,但是与处理淡水的常规技术相比,海水淡化依然

属于能源密集型。也有人关注大型海水淡化厂潜在的环境影响。

水需求管理

改变图15.4中日益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可行的一种方法便是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其中,农业可以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然而,依靠水流和水渠的传

统灌溉方式效率很低(60%的水通过蒸发或渗透流失了),运用微灌⑤(micro-
irrigation)新型技术则可以达到95%的利用率。当然,根据土壤和天气条件,

可以更精确地确定灌溉需求。
对于非农业来讲,循环和再利用废水可以减少水需求。例如,通过中水系

统(graywatersystem),用于洗衣或沐浴的水也可用于灌溉园林;像洗碟机、
马桶和淋浴喷头等设备的用水标准可以减少家庭用水;市政用水供给线的检

测和修复也能减少水资源浪费。

经济学研究表明,节约是最廉价的节水方式。在上面提到的圣地亚哥的

研究中,在一系列节水选择中,节约的成本预计最低为每英尺150~1000美

元。该研究得出结论:

在圣地亚哥市七种水资源解决方案中,节约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种。这些研究暗

示解决圣地亚哥市的水资源短缺主要依靠需求方。

水资源节约可以通过若干种方法实现,包括价格或非价格的方法。非价

格方法分为以下三个基本类别:

1.被动或主动采用节水技术:包括为设备效率设定标准、为用水客户提供

折扣甚至免费的项目,如低流量淋浴喷头。

2.强制性限制用水:这常适用于干旱状况,包括限制为草坪浇水、洗车或

往游泳池注水。

3.教育和信息:包括给客户邮寄关于节水方式的信息、提供关于节约用水

的讨论以及在电视或网络上提供公共服务信息。

虽然这些非价格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于以水资

源定价⑥(waterpricing)作为节约用水最有效的方式。价格应作为资源稀缺

的指示器,要反映物理限制和环境外部性。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和经济原因,

⑤
⑥

微灌:通过少量使用水资源来增加水利用效率的灌溉系统。
水资源定价:设定水资源的价格以影响其消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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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维持较低的水价,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现在,我们用理论和实践转向

水资源定价的探讨。

15.3 水资源定价

关于水资源定价的分析需要我们首先回顾前文中讨论的几个概念。首

先,我们要区别价值和价格,正如第3章的讨论,水对消费者的价值通过支

付意愿反映出来。消费者对水的支付意愿与价格的差便是净利益或消费者

剩余。理论上,只要支付意愿超过价格,消费者便会继续购买水。但是,市
场分析并不会告诉我们整个故事。虽然水资源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包括

家庭用水和灌溉,水资源也具有非市场和非使用价值,如用于娱乐或野生动

物栖息地。

我们必须区分水资源供给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供给额外

一单位水资源的成本;平均成本只是简单的总供给成本除以供给的单位数量。

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自来水公司是受管制的垄断者,只要边际收益超过边际

供给成本(也就是说,只要产品能获得利润),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就会继续

生产。尽管不受管制的垄断者⑦(regulatedmonopdies)为实现最大化利润可

以制定价格,但是,自来水公司是受管制的垄断商,在制定价格上通常受到

限制。

美国自来水公司属私人所有或公有。私有自来水公司被允许赚取合理的

利润,然而,市政自来水公司的价格设定要覆盖全部供给成本,包括固定成本

和可变成本。在任何一种情形下,管理部门通常用平均成本定价⑧(average-
costpricing)设定水价,而没有任何边际成本的考虑。对于市政自来水公司而

言,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意味着它们仅能收支相抵。为了赚取一定的利润,可以

允许私有自来水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收取高于平均成本的价格。

然而,平均成本定价会导致水资源供给的有效水平吗? 一般来说,当边际

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才会得到产品供给的社会效率水平,因此,平均成本定

价不可能得到水资源供给的有效水平。通常情况下,水资源供给的边际成本

比平均成本相对低些,因为水资源供给需要大量预付资本,如用于管道和供水

设施。这可能意味着水的有效价格应该低于平均成本。但是,我们也需要考

虑水供给的外部成本,包括对湿地损失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如第3章

⑦
⑧

管制的垄断者:由某个外部实体管制的垄断者,如通过价格或者利润对其进行控制。
平均成本定价:一种水资源定价策略,价格等于生产的平均成本(如果由盈利为目的实体控制,那就

等于平均成本加上利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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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从社会有效价格来讲,在计算供给的平均成本时,任何外部性都应该被

考虑到。在这方面,不考虑水资源外部性的平均成本定价可能导致价格过低。
从经济有效性上来讲,平均成本定价究竟是否会导致价格过高或过低,我们并

不清楚。
对于非可再生资源的管理和定价,我们在第5章已经分析。如果在未来

供给不能满足下一代的需要,非可再生资源随时间的有效配置则要求我们考

虑强加给下一代的外部成本。我们得出结论,通过对当代社会收取使用者费

用,可以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尽管有针对水资源无效配置的建议,但对于地下

水,实践中很少这样处理。
使我们的分析更为复杂的是政府常对水资源进行补贴,特别是灌溉用水。

很多学者号召取消灌溉补贴,据他们建议,水资源是一种商品,我们应该进行合

理定价。这些学者阐述了通过市场定价灌溉效率的潜在收益和稀缺条件下的市场价

值。其他学者认为,由于灌溉工程提供了公共产品以及私有产品,补贴是合理的,或

者说,由于缺乏减少灌溉引水的激励,更高的水资源价格将会减少农业净收入。

在灌溉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对水资源收税而非补贴可能更恰当。
以下是一些由灌溉引起的环境损害:

显而易见,一些地区的灌溉抽水正在影响着生态环境。例如,由于城市和农业抽

水,科罗拉多河在跨境进入墨西哥时经常断流。事实上,大部分年份科罗拉多河的河

水并没有注入海洋,这已经影响了河流、河岸生态系统以及三角洲和河口系统,三角

洲和河口系统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淡水和营养成分的补充。中国的黄河同样如此。

加州的圣华金河已经永久枯竭,树木生长在河床上,开发商已经建议在那建房。在过

去的33年里,死海已经失去了表面面积的50%和水容量的75%,而盐度却增长了3
倍,原因是从河流中分流水用于灌溉棉花。

虽然灌溉用水具有负外部性,供给和需求图表解释了灌溉用水补贴的低

效率。在图15.5中,当边际成本曲线(MC)与需求曲线相交时会出现灌溉用

水的市场均衡,此时价格为PE,数量为QE,但是,假设对灌溉进行补贴,价格

变为PS,低于均衡价格,销售量将会从QE 增加到QS。
为了分析福利效应,我们需要计算负外部性,灌溉用水的真实边际社会成

本用 MSC曲线表示,其中,MSC曲线包含外部性成本。对于超过Q*的每个

单位,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收益(需求曲线暗示着边际收益)。
面积A表示数量为Q*处灌溉用水的净收益,换句话说,供给灌溉用水至

Q*处是经济有效的。在市场均衡QE 处,净社会福利为(A-B)。在补贴量

QS 处,净社会福利将是(A-B-C),此时是比市场均衡时更低的社会福利水

平。B代表由于没有把负外部性内部化而导致的净损失,C代表由补贴水价

而导致的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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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最大的社会福利将在Q*处得到,正如第3章的讨论,我
们可以通过对水资源征税,而非补贴,获得这种福利水平。

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单一价格的水资源,但是水价在几种情况下是变动

的。首先,通常水价依赖水资源的利用状况,特别是自来水公司收取的水价对

家庭、农业、工业用户是不同的。美国农业用水的成本是每立方千米5~100
美元,家庭的水费每月为20~120美元,这与每立方千米400~2500美元的成

本相等。

A
B C

Q* QE QS

P*
PE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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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灌溉用水补贴的效应

向不同使用者收取不同水费,看似不存在效率和不公平,但是向农业和工

业用户收取低于家庭的费用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因为必须要满足饮用水标

准,家庭用水需要较高的水处理程度。灌溉用水不需要相同的标准,因此,供
给更为便宜。使用后,家庭用水必须进行处理,在很多城市,家庭用水除了收

取一定的水供给费外,还要单独收取“下水道费用”(sewerrate)以进行废水

处理。
上述价格表明,水资源价格因地区而异。图15.6表明美国不同城市每月

的平均水费,并展示了其与平均降水量的关系。或许我们期望水资源最为稀

缺的地区(也就是说降水量最少的地区)水价最高。然而,在一些干旱城市,如
圣达菲和圣地亚哥,确实收取了较高的水费,而其他干旱地区,如拉斯维加斯

和弗雷斯诺,则水费较低。这反映了政府水资源补贴的类型。
即使在相对多雨的地区,水价差异也很大,事实上,水费和降水量之间关

系很大。当然,除了降水量以外,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水资源的可得性。在五

大湖附近,由于水供给成本较低,水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城市也许能够

获得充足的地下水,但另一些城市并非如此。一些城市可以将水储存在水库

中以保持水资源相对稳定的供应。
通常情况下,水价呈上升态势,特别是在一些供给稀缺而人口又不断增长

的地区。只有依靠相对昂贵的方式,比如海水淡化,才能获得额外的水资源供

应。由于地下含水层的水位在下降,因而抽水成本更高。正如上面提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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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获得额外供应的替代方案属于需求管理。通过提价,自来水公司为消费者

传递水资源稀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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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alton,2010.
图15.6 美国城市平均水费与降水量对比

更高的价格会引起家庭或其他用水单位的反应。灌溉者会在更高效的节

水方法上进行投资,家庭会购买低流量的淋浴喷头并减少洗车次数。为应对

高水价,消费者会减少多少水消费呢? 这依赖于需求弹性⑨(priceelasticityof

demand)。水资源需求往往缺乏弹性,也就是说,需求数量的变化往往小于价

格变化。

对水资源的需求弹性已经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对居民用水进行分析。

2003年的一篇综合分析显示,从64篇研究中得到300多个弹性估计值,平均

弹性为-0.41,中位数是-0.35;对灌溉用水53个估计值的综合分析发现,平

均弹性是-0.51,中位数是-0.22。对工业用水的几篇研究发现,不同工业行

业的用水需求弹性相差很大,范围是-0.1~-0.97。正如预期,长期的水资

源需求弹性大于短期。

基于以上估计值,政府可以决定如何调整价格以达到节水的目标。假设

水资源短缺,需要减少利用10%的水资源:如果需求弹性是-0.41,那么自来

水公司需要提价41%以达到减少10%的目标。

然而,水资源的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并非这样简单。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同

地区、不同季节的弹性并非一成不变。在对居民用水的分析中,美国干旱的西

⑨ 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性,等于需求数量的百分比变化除以价格的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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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资源需求弹性要大于东部,冬季需求小于夏季。在夏季,更多的水用于不

重要的事项,如灌溉草坪和洗车;而冬季,水资源用于必要事项,如洗澡和洗

碗。为应对价格上涨,家庭更愿意在夏天减少水消费。

水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水资源并不是以不变价格销售的。在一些情况

下,用水户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便能够得到所有水消费,不需要对边际成本

的增加进行额外支付。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挪威和英国等国,水资源是

正常测度的。在水资源测度的国家,存在三个基本的定价制度,如图15.7
所示。

1.统一费用制度:无论用水量如何,单位水资源的价格是不变的。

2.分级累进收费制度: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单位水价有所增加。在一个区

间内单位水价是不变的,但对于连续的区间,水价会增高。

3.分级累退收费制度: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单位水价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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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水资源定价制度

人们不希望进入更高价格区间,因此,分级累进收费制度鼓励节约用水。

分级累退收费制度是为大型用户单位提供价格折扣。水资源在不同季节的定

价不同,为避免用水浪费,夏季的水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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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累退收费制度是美国对公共用水最常用的定价方法。随着对节水关

注的增加,分级累进收费制度已成为最常用的手段。2008年,32%的美国公

共用水系统采用统一费用制度,28%采用分级累退收费制度,40%采用分级累

进收费制度。

国际上,水价制度差异很大。对自来水公司的一份国际调查发现,在

OECD国家,49%采用累进收费,47%采用统一收费,只有4%采用累退收费;

在非 OECD国家,63%采用统一收费,其他所有的自来水公司均采用累进

收费。

虽然分级累进收费制度往往会促进节约用水,但在确定采用哪种收费制

度和价格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

1.自来水公司的收费受到管制,不能通过提高水费达到节约用水。

2.任意提高水费会影响低收入家庭,因此,在设定水费时会考虑公平性。

在南非,充足水权(therightto“sufficientwater”)被写入制度中,实施起来就

是一个区间的供水是免费的(连续区间是通过递增收费定价),这样,贫困的家

庭也能得到基本用水量。

3.分级累进收费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理解,用户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

用量会进入更高的价格区间。

4.最后,从政治角度考虑,很难提高水价或者改变水费制度。尽管使用户

参与水价的讨论可以增加节水支持度,自来水公司仍需要权衡政策的可行性

和节水目标。

15.4 水市场和私有化

经济有效的水资源配置应该按照产生最高的边际价值的用途(最高的支

付意愿)进行配置。理论上,从水的低值用途转移到高值用途会增加总体福

利。在有效配置上,水资源的边际价值在不同用途之间保持不变,这样的转移

将不会导致总体福利的净增加。

表15.1在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供

了不同用途的水资源边际价值的估计值。我们看到水资源的价值在不同用途

间变化很大,价值最高的是工业和家庭用途,价值最低的是用于发电、娱乐或

野生动物。这些用途并非都是相互联系的,比方说,水可以用于娱乐,然后在

下游用于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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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不同用途的水资源每英亩-英尺(AF)的边际价值

水用途 每英亩-英尺的边际价值(美元) 每英亩-英尺的中位数(美元)

航行 146 10

娱乐/野生动物栖息地 48 5

水电 25 21

热电动力 34 29

灌溉 75 40

工业 282 132

家庭 194 97

  资料来源:Fredericketal.,1996.

表15.1存在从相对低值用途到高值用途再配置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和

其他地区的水资源配置不是由经济效率所决定。相反,水权的分配基于不同

的历史和法律因素。

美国东部水权一般是河岸权(riparianwaterrights)。在这种情况下,对
水资源利用的权利属于那些邻水的土地所有者。当需求超过供给时,根据邻

水土地的数量对水权重新分配。河岸权不允许灌溉抽水或是将水用到不相邻

的土地。

起初,河岸权用于美国西部,到19世纪晚期,农业和采矿用水迫切需要不

同的水权体系。优先占用水权(priorappropriationwaterrights)从土地所

有者中分离出来。在这种体系下,当某人有权使用(beneficialuse)水资源

时,如灌溉或者市政用途,水权便可识别。这种体系也称“先到权利优先”,因
为权利是第一次有权使用时被分配的。

例如,一个农民每年从河中抽取1000AF的水,假设几年后,某工厂希望

每年从该河中抽取5000AF的水,按照权利优先原则,企业只能在农民抽走

1000AF的水后,才能获取水资源。在企业建立水权后,其他抽取水资源的人

仍然可以建立优先占用水权,但是,只有在农民和企业已经全额分配后。在干

旱时,如果河中只有3000AF的水资源,农民可以得到1000AF水,企业将得

到剩余的2000AF,其他低等级用水户将得不到任何水资源。

很明显,优先占用方式并没有按经济效率的方式分配水资源。事实上,这
会阻碍节约水资源,因为优先持有者使用少于配置给他们的水量,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们的用水量将从法律上被减少。优先占用产权也不会考虑生态需求。

因此,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生态体系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





河岸权:基于相邻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水权分配制度。
优先占用水权:享有水资源的权利不基于所有权而是基于其有利使用的一种水权分配制度。
有利使用:描述水资源用于生产用途使用的概念,如灌溉或者市政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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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优先占用产权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提高水资源配置的经济方式,我
们建立了水市场(watermarkets)。在水市场上,水权持有者可以将水卖给

需要买的人。举个例子,农民将部分水资源卖给市政当局,当局可能一次性购

买水资源(也被称为租赁),也可以每年购买水权,对于每年一定的水资源数

量,这将使当局成为高级占有者。

与其他任何市场交易一样,由于买者和卖者都能从中获益,理论上水市场

增加了社会福利,但是需要权衡水市场对现存的不公平的影响。如果贫穷的

人持有水权,那么水市场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然而,与之相反的是,

那些需要用水的贫困人群也可能得不到水资源,水资源会转向大型农场主、企
业或其他利益集团的盈利用途。举例来讲,智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了

水市场,但是由于水权投机和垄断导致水价上涨。2005年,智利修订了水市

场法律以限制投机和垄断。

水市场并不需要水的直接运送。上游的水权持有者可以轻易地将其水权

卖给下游用户。上游水权持有者只抽取较少的水,为下游用户保留更多的水。

下游用户对上游用户的水权销售也用类似的方法实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

水销售需要通过运河或管道运输。美国西部已经建立了相当复杂的水运体

系。加州和中央亚利桑那调水工程便是将数百英里的水运送至用户的手中。

建立成功的水市场的必要条件如下:

1.水权必须明确界定。

2.水需求必须超过供给。必须存在一些愿意高价购买水资源的用户。

3.在亟须购买水的地方或时间,水供给是可转移或可得的。同样,交易成

本必须相对较低。

4.购买者必须确信购买合同是有效的,并具有一定的管制和监督。

5.必须有解决矛盾的部门。这将涉及法律程序和非正式的解决方案。

6.必须考虑文化和社会环境。如果大部分人相信水不是可交易的商品,

这些地区可能会抵制水市场。

很多国家存在水市场,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南非、英国和美国。美国水市

场从1990~2003年进行了1400个水销售交易。交易的大部分水量只是短

期租赁而非水权购买。市政当局是最常见的水资源购买者(大部分来自灌溉

者),而灌溉者间的交易也非常普遍。

被购买的17%的水用于环境用途,包括市政当局或环境机构的购买。水

市场的作用转移到满足环境目标上来,例如,维持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基流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专家认为,水市场具有改善环境的巨大潜力。

 水市场:向潜在卖者售卖水资源或者水权的一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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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和西方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克服水市场交易的障碍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这种增长伴随着对环境和娱乐设施需求的增加。消除交易障碍将减少交易成本,促

进河道内外用途间更有效的水资源配置,为改进用水创造机会,并提高环境质量。

即使环境价值超过其他用水价值,为获得必要的资金,必须建立相应的机

构。该问题与第4章讨论的公共产品相似。环保组织的捐款可用于购买水

权,但是免费搭车者的存在意味着环境购水对社会而言将供应不足。当然,水
市场可以损害也可以帮助环境。水转移可降低水质并使含水层耗竭。在任何

市场上,负外部性要求政府干预将其内部化。

水私有化

一个相关问题是水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还是作为商品由私有企

业供给。水私有化(waterprivatization)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机构提出的,理由是私有企业可以提供比公共实体更高效、更可靠的服

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理论上,如果私有企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水资源,

那么消费者能够降低用水成本,这会使更多的人获得水资源。但是,倘若没有

合适的规则,私有企业也可能收取过高的水费,不能满足低收入用户的用水

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水私有化,包括巴西、中国、哥伦比

亚、法国、墨西哥和美国。水私有化的经验好坏参半。根据世界银行调查,菲
律宾马尼拉的水私有化在扩大对贫困用户的水消费量上比较成功。

通过向顾客扩展更可靠、更实惠的供给服务,自1997年全面启动以来,该项目已

经使107000户 贫 困 家 庭 受 益。获 取 饮 用 水 或 管 道 水 供 给 的 就 近 规 则(near-to-

regular)以及增加的社区卫生设施已经发展到低收入居住中心。进一步讲,该项目建

立了顾客设施,以鼓励社区讨论和参与扩展服务的过程,从而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水私有化很难实现,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玻利维

亚的经验。

2000年4月,在经过7天的街道非暴力反抗和愤怒抗议后,玻利维亚总

统被迫签署了废止阿瓜德尔图纳里的水私有化合同,也终止了对巨头Bechtel
的补贴。1999年,玻利维亚政府已经授权阿瓜德尔图纳里40年期限的合

同……有时,水费会突然增长,从100%到200%。小农和个体户受到特别沉

重的打击。在最低工资每月不超过100美元的国家,很多家庭正支付20美元

甚至更高的水费。

显而易见,水市场和私有化对解决水问题并不是普遍奏效的。确保市场

 水私有化:相对于公共管理,水私有化是指由利润为导向的私人实体来进行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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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有化以满足社会和环境目标的方式运营,而非只是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
关于该争论的更详细内容,见专栏15.3。

专栏15.3 私有企业应该控制我们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吗?

普遍认为,全球水供给无法持续利用。由于市场价格能够刺激水资

源节约,私有化可以导致更具持续性的实践吗?

传统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水供给的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晚

期,世界银行以经济援助为条件,让大量的贫困国家推行水供给的私有

化。在某些例子中,效果最差的是玻利维亚,该国私有企业提高水价以致

贫困家庭无力支付满足基本需求的水费。

然而,近年来,对水资源私有化的关注已经转移到富裕国家。“这些

都是有支付能力的国家,”水权律师JamesOlson说,“这些国家有大量的

基础设施需求、紧缩的水资源以及充足的资金。”

水资源管理在中国更为严峻。随着北京地下水需求的增加,城市周

围挖的水井必须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几乎是一英里的2/3甚至更多,根
据近期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才能打到淡水。随着水资源供给变得更加

有利可图,私有自来水企业的数量突飞猛涨。同时,为了弥补投资成本,

企业大大地抬高了水的价格。“这超出大多数家庭可以接受的支付,”新
疆自然保育基金的经济学家葛云说,“因此,随着更多地水资源趋向私有

化,得到水资源的人数将越来越少。”

世界银行继续推行私有化,为节约用水而提高水价,并且认为这是必

要的。公共自来水企业收取费用不能反映水资源真实的经济和社会成

本。私有化倡导者认为这是水资源不能持续利用的根源。从社会福利的

视角看,如果不能考虑外部性,水价便太低。但是经济效率可能与公平目

标冲突,制定确保贫困人口基本需要的水资源政策,并将其与私有化相结

合,这样的私有化可能效果最好,正如南非的体系一样,随着需求增加而

引起价格上涨,该体系免费提供基本的水资源供给。

资料来源:Interlandi,2010.

总结

水系统面临来自农业、工业和城市需求稳定增长的压力。当前很多国家

遇到永久性水紧缺,即人均水供给不超过1700立方米。随着人口增长和气

候变化影响,降水模式、冰川径流和水短缺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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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含水层抽取的供给增加已经导致主要水资源稀缺区域的地下水透支。

修建大坝增加了水供给,但是大坝选址已经被开发,新大坝建设涉及环境和社

会成本。海水淡化提供了无限挖掘海洋水资源的潜力,但是能源消耗量大并

且成本较高。

合理的水价可以促进节约,鼓励有效用水。然而,政府补贴水资源刺激了

过度利用。更高的水价会减少需求,但是,水资源需求缺乏弹性,为促进节约

用水,价格提高是有必要的。设计良好的价格制度,比如分级累进收费制度,

可以促进节约用水。

理论上,通过允许低值用途向高值用途的转移,水市场可以增加水资源配

置的经济效率。水市场也可用于满足环境目标,尽管结果可能喜忧参半。水

供给私有化也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扩大可支付的用途会导致价

格的大幅提高,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减少。证据表明,虽然私有和公共部门

在应对水资源挑战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为确保水资源管理最优,规则和制

度是必须有的。

问题讨论

1.假设你正在管理一家由于干旱而面临水短缺的公共自来水企业,你将

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干旱?

2.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可导致维持自然资源如湿地和鱼类栖息地的供给

不足。你将如何权衡水资源在人类和环境需求间的配置?

3.你认为获取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吗? 考虑支付能力与节约的

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是如何定价的?

注释

1.SeeFigure15.1;Postel,1992.
2.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2005.
3.UNEP,2008.
4.Dore,2005.
5.Postel,1999,42;www.fao.org/nr/water/aquastat/water_use/index.stm.
6.Aquastat,Food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www.fao.org/nr/

water/aquastat/water_use/index.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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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ECD,2012,1.
8.Ford,2012.
9.See www.un.org/ga/search/view _doc.asp? symbol= A/RES/

64/292/.
10.Gleick,2011,xi-xii.
11.http://wwf.panda.org/what_ we _ do/footprint/water/dams _

initiative/quick_facts/.Largedamsaredefinedasthoseover15metersin
height.

12.SeeWorldCommissiononDams,2000.
13.WaterReuseAssociation,2012.
14.EquinoxCenter,2010.
15.ElimelechandPhillip,2011,712.
16.Postel,1992,chap.8.
17.EquinoxCenter,2010,18.
18.OlmsteadandStavins,2007.
19.See Hanemann,2005,foradiscussionofthevalueandprice

ofwater.
20.RecallthediscussionofuseandnonvaluesinChapter6.
21.SeeCarterandMilton,1999.
22.Whichelns,2010,7.
23.Stockle,2001,4-5.
24.Wichelns,2010.
25.Walton,2010.
26.Dalhuisenetal.,2003.
27.Scheierlingetal.,2004.
28.OlmsteadandStavins,2007.
29.OECD,2009.
30.TietenbergandLewis,2012.
31.OECD,2009.
32.ConditionsadaptedfromSimpsonandRingskog,1997.
33.Brown,2006.
34.Scarborough,2010,33.
35.ChongandSunding,2006.
36.WorldBank,2010,2.
37.PublicCitiz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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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污染:分析和政策

焦点问题

● 为了控制污染,最好的政策是什么?
● 如何均衡污染管理的成本和效益?
● 是否应该允许企业购买污染许可?
● 如何处理长期累积的污染物?

16.1 污染控制的经济

自然系统提供了一种生态服务:吸附功能①(sinkfunction)———吸收废弃

物和污染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系统都至关重要,但是它

经常被过度污染所滥用。由此,对环境保护政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假定

任何社会都必须排放一些废弃物,社会可接受的污染量是多少? 第二,我们如

何采取措施控制或降低污染量以使其低于这个可接受的水平?

多少污染是太多?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任何污染都是太多的。正如第3章所

讲,经济学家认为是依据最优污染水平②(optimallevelofpollution)所决定

的。虽然一些人认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的值是零,然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要

想达到零污染水平,就必须停止生产活动。我们生产任何产品,污染都不可避

免。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必须确定可接受的污染水平是多少。当然,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们可以尽力降低这个可接受的污染量水平,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更

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只要我们想要生产产品,我们就

①
②

吸附功能:自然资源吸收废弃和污染的能力。
最优污染水平:最大化社会效益时的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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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决定这个“最优”污染水平。

在第3章,我们已经讨论了污染的负外部性。按照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

的逻辑,无管制条件下的市场生产了“太多”的污染。只有当外部性被完全内

化时,才会产生“最优”污染水平,这时的产品量和污染量相比较于没有管制时

都是更低的。通过考虑一个特定污染物的整体排放,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研

究,以此认识到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最终产生的污染物。如果不对污

染进行管理,那么企业就没有动机去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我们把这种无管

制条件下的污染水平设为Qmax(如图16.1所示)。企业能够把污染水平降低

到Qmax以下,但是其需要付出成本,如安装污染控制的设备、用低污染的材料

替代原先的材料。如果企业必须把污染水平降低到Qmax以下,理性选择和利

润最大化原理告诉我们,企业首先会研究成本最低的减排方案,然后会进行昂

贵的实践a。随着污染水平逐渐降低到零附近,减少额外一单位的污染所花费

的成本将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从图16.1中看出随着我们把污染水平从

Qmax降低到更低的水平,降低污染所花费的边际成本(MCR曲线)不断增加

(即从线的右边移动到左边)。

B

A

MD

MCR

Q* Qmax
!�!�

DK��/��

图16.1 最优污染量水平

接下来,考虑与污染有关的边际损失。以空气污染为例,根据第6章中所

讨论的总经济价值的概念,这些损失包括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空气能见度的降

低、对生态系统的损害。因为生态系统能够处理和分解一定程度的污染,所以

一开始产生的污染会产生相对较少的损害,并且一开始产生的污染量很低,还
不足以对人类的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最终,污染量升高到足以产生一系列

的损害,如气喘、明显降低的能见度、生态退化等。在晴朗的日子里,少量的汽

a 我们注意到企业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减产来降低污染水平。我们假设企业将会采取最经济的手段来
降低污染,其可以通过在降低污染水平的同时保持产量水平的方式,也可以采用降低产量并且放弃潜在利润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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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尾气排放只是一个小烦恼,但是如果在一个有雾的天气里,高峰时刻同样数

量的汽车尾气排放将会引发严重的呼吸和健康问题。因此,污染的边际损失

开始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污染量的增加而不断上升。图16.1中的 MD曲

线代表了这种变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条曲线也可以被看作是污染减少的

边际收益,或者是可避免的损失。从图中的Qmax开始,从右到左,起始的一单

位污染的减少所带来的收益非常大(因为这一单位污染带来的损害非常大),

并且随着污染清理进程的推进,边际收益在不断下降。
在Qmax点,虽然降低污染量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污染的边际损失非常

大。如果污染量水平被降低到Qmax以下,社会福利水平将会增加。在Q* 以

上,Q*是最优污染水平,这条结论都是适用的。在Q*点,污染减少的边际收

益等于边际成本。这种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被称作是等边际法则③

(equimarginalprinciple)b。
企业把污染水平从Qmax降低到Q*所花费的总成本是区域A的面积———

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区域。降低污染水平到Q*的社会总收益是区域A和区域

B的面积之和。因此,降低污染水平导致的社会福利的净增加是区域B的面积。
在我们的图形中很容易找到Q*,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得到这个

最优污染水平? 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不可能精确地知道这

些曲线的形状和位置。正如第6章所述,环境损失的估计是一门不精确的科

学,并且包含许多主观判断。基于行业估计的角度,管理费用更容易估计,但
是它们往往是不确定的。

实际上,一旦控制政策生效了,行业往往会高估管理成本。例如,汽车行

业认为减少尾气排放的提议将大幅度增加车辆的成本。实际上,很明显,实施

更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对成本的影响不大。
相同地,电力行业预测了减少硫氧化物的高成本,但是真实的成本(由

SOx 排放许可的价格表示出来)却很低。另一方面,管理成本有时也会比估

计值高,比如一些清理有毒废物的设施会增加成本。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污染控制政策的经济研究中等边际法则依然是

必要的。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出精确的目标,我们也知道采用有效的政策是更

好的———以一个最低的成本得出最好的结果———而不是以相对更高的成本带

来更低的效益和没有效率的政策。经济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规划出有效的政策

并且分析不同手段的优点和缺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从这些角度考虑

③

b 考虑不同企业和不同技术所得到的边际减排成本时也可以运用等边际法则,这在我们接下来对污
染控制手段的描述中有所体现。Tietenberg和Lewis(2011)区分了“第一种等边际法则”和“第二种等边际法
则”。“第一种等边际法则”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使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第二种等边际法则”是从企业
的角度使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

等边际法则:为了获得有效产出而使得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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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的污染控制政策。

选择一个污染控制政策

四种基本的污染控制手段:

1.庇古(污染)税④(pigovian(pollution)tax):正如第3章讨论的,庇古税

也就是每单位污染物排放需要征收的税。

2.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⑤(tradablepollutionpermits):这种许可证仅仅

允许企业排放特定量的污染物。可交易性指的是企业能够买卖这种许可证,
也就是说,污染排放量低的企业可以卖出额外的排放许可量,污染排放量高的

企业可以购买额外的排放量。

3.污染(排放)标准⑥(pollutionstandards):这种标准要求所有的企业都

遵循一个最大的允许排放量水平,每个企业都需要把污染物排放量降低到一

定比例以低于基线水平。

4.基于技术的规定⑦(technology-basedregulation):这种规定要求所有的

企业都使用一种特定的技术或者安装特定的设备。
哪一种污染控制手段是最好的,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在不同的环境下,

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在现实中,通常会把这些手段结合起来使用。
本章我们主要是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提出污染控制的水平和方法。同时,我

们应牢记纯经济角度的限制。当考虑污染的影响时,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

不能测量所有的成本和效益。当多种污染物影响环境以及累积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和退化时,或者是当持久性污染物的影响很难估计时,这种研究很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研究可能不会涵盖整个生态系统影响的范围。然而,当

理解污染控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和个人以及理解经济动机如何在调整行为方面

起作用时,经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详细地讨论4种污染控制方法。

16.2 污染控制的政策

排放标准

设置排放标准⑧(emissionsstandards)是降低污染的一种通常的办法。例如,

④

⑤
⑥
⑦
⑧

庇古(排污)税:每单位税收等于某一活动所造成的额外损失,比如每吨排污的税收等于一吨污染额
外的损失。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允许企业排放一个特定数量污染物的许可。
污染标准:责令企业或者行业维持一个特定的污染水平或者污染减少水平的规则。
基于技术的规定:通过要求企业有特定的设备或者执行特定的操作的污染规定。
排放标准:对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或者产品合法排放出的污染物水平设定一个最大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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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机构能够对特定的行业或者产品设置立法指导原则。每年汽车检验标

准的使用就是一个例子。汽车必须将尾气的排放量维持在特定的水平上;对不能

达到这个水平的汽车必须进行调整,否则就不能获得一张汽车年检标志贴。

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标准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最明显的优点在

于这个标准能够指定一个明确的结果———污染会给公众健康带来危害,这种

明确的结果特别重要。通过对所有的生产者设定一个统一的规则⑨(regula-
tion),我们能够确信没有工厂或者产品会达到有害污染物的水平。在极端的

例子中,我们所说的规则可以禁止特定污染物的排放,如许多国家禁止使用

DDT(一种有害的杀虫剂)。
然而,要求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执行相同的标准可能会缺乏弹性c。当

产生污染的企业或者产品相似时,固定的标准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例如,对
于汽车厂商设定一个相同的排放标准,包括各种用途的汽车必须和轿车执行

相同的尾气排放量标准。但是当我们考虑某个行业,这个行业包括不同规模

和历史的工厂,对所有的工厂设定一个相同的标准真的有意义吗? 旧工厂很

难执行那些挑剔的标准,从而不得不倒闭。相反,对更多的现代工厂来说,同
样的标准过于放松,从而促使它们超量排放污染物,而这些污染以一个较低的

成本就能被禁止。
要求所有的企业和产品都执行相同的标准通常并不划算。相比较于减少排

放较高的边际成本,减少排放的边际成本低时企业减排的行为更划算。因此,为了

达到减少污染的目标,要求所有的企业执行相同标准不是最经济的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当企业达到这个标准时,它们就不再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

量。美国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设定的标准就是平均燃

油经济性标准(CAFE)。当汽车制造商达到这个燃油经济性标准,并且消费

者不需要进一步提高燃油效率时,汽车制造商就不会再努力进一步提高燃油

效率,正如图16.2所示。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了达到CAFE设定的27.5mpg的标

准,新型轿车的平均燃油效率从20英里/加仑增加到28英里/加仑,但是这个

标准在接下来的20年来一直保持不变,而在此期间,新型轿车的平均燃油效

率也同样保持不变。只有在2000年以后,当天然气价格上升时,为了应对消

费者对燃油效率的需求和2011年以后CAFE标准的增加,平均燃油效率才

提高。更多的关于近期CAFE标准提高的叙述见专栏16.1。

⑨

c 一些经济学家将政府设定的标准看作是命令与控制系统,这种系统并不适用于市场机制。在这里,
我们避免使用这种术语,因为其会带来不必要的偏误。然而,我们努力评估不同政策的优点,而不是得出哪
一个更好的偏见。Goodstein(2010,第4章)保留了对这种术语的使用。

规则:制定法律来控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这种法律是通过设定标准,或者控制一种产品或生产过
程的方法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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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轿车的CAFE标准和实际平均燃油效率(1978~2011年)

专栏16.1 美国设定更高的燃油效率标准

2012年8月,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截至2025年的新政策,要求汽

车制造商将新能源汽车的燃油效率提高到之前的两倍。汽车和轻型卡车

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从2012年的29.7mpg(英里/加仑)上升到2025年

的54.5mpg。

奥巴马总统说:“这些燃油标准代表我们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在逐

渐降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这一历史性协议建立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节

约家庭的资金和减少石油消费的基础上。在接下来的10年,我们的汽车

消耗每加仑燃油时将会行驶55英里,这几乎是今天燃油效率的两倍。这

项措施将会巩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中等收入家庭将从中受益,并且它

将有助于创建可持续的经济。”

交通部秘书长RayLaHood说:“简而言之,在保护我们呼吸的空气和

为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监管从而制造汽车的同时,这项开创性的措施将会

促进低能耗、高速度交通工具的发展,并且为消费者提供比以前更高的效

率。今天,汽车制造商们发现他们生产的更高燃油效率的汽车在销量上

可能不那么乐观,然而,财政部发布的第一项燃油效率措施已经为许多家

庭省了钱,未来也将会省更多的钱,这项公告将会是每一个人的胜利。”

13个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已经赞同了这项新政,可以认为这是环保人士

的一项胜利。虽然新政会使得新型汽车的价格从2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

元,但是,截至2025年,每一辆汽车节省下来的8000美元的燃油费用将会

抵消这部分成本。除了制定新的标准,新的刺激政策也会鼓励节能高效汽

车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电能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天然气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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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表宣言称:截至2025年,新政的实施将会使汽车排放的温室

气体减半,减少的排放量达到60亿吨。通过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这项政

策能够产生几十万岗位空缺。华盛顿某环境组织的清洁能源项目主任

PhyllisCuttino说:“新方案的结果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环境更清洁以

及使消费者更有钱。”

资料来源:NHTSA,2012;Vlasic,2012.

基于技术的方法

关于环境保护的第二种手段是要求企业采用特定的污染控制技术。例

如,在1975年,美国要求汽车制造商采用一种催化转化器来降低尾气排放。

虽然汽车制造商可以自由设计自己的催化转化器,但是都必须达到一个规定

的尾气排放标准。

与之相似的一个概念是企业采取最佳技术解决方案(bestavailable
controltechnology,BACT)d。这个方案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清洁水法》,这
个法案要求企业的废水必须使用“当前可用的最可行的控制技术”。美国和欧

盟也都采用这种基于技术的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总的来说,基于技术的手

段考虑了成本因素。例如,英国的环境保护条例要求采用最好的技术从而“不
需要过多的成本”。

随着技术进步,强制的BACT会发生改变。然而,BACT规定很难促进

创新。如果一个企业投资一项能够控制污染的新技术,但是这项技术会增加

成本,企业将会避免让监管机构了解到这项技术,以避免监管机构要求其应用

这项技术。
基于技术的规定(technology-basedregulation)最大的好处在于政府强

制执行和监管的成本相对较低。不像设定一个污染标准那样需要频繁地监测

企业的污染水平以确认其服从标准,设定一个BACT规定只需要临时确认企

业已经安装了环保设备并运行它。
因为基于技术的手段是缺乏弹性的,企业不能进行不同的选择,因此它不

是成本有效的。就像是执行一个污染标准一样,不同企业应用同一个最佳技

术解决方案的成本不尽相同。因此,给定一个污染减少的水平不可能是成本

最小的。然而,由于标准化的影响,基于技术的规定会带来成本优势。如果所





d 许多不同的术语都描述了“最好的”技术,例如:“最可行的技术”(BAT)、“合理可用的控制技术”
(RACT)、“最大可用控制技术”(MACT)。

最佳技术解决方案:通过环境保护条例的手段,政府强制规定所有企业必须使用一种政府认为最有
效的污染控制技术。

基于技术的规定:通过要求企业实现特定的设备或者操作的污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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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都必须采用一种特定的技术,久而久之,这种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降

低其生产成本。

排污税

因为排污税和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都是向污染者提供排污成本的信息而

不是强制企业采取某种措施来减排,所以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基于市场的污染

控制(market-basedpollutioncontrol)。基于市场的手段不要求私人公司降

低污染排放量,但是它们在市场的推动下有很强的动机采取减排行动。

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描述的,排污税反映了内化外部成本(internalizing
externalcosts)的原则。如果生产者必须通过支付每单位的费用来承担污染

成本,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只要边际控制成本小于税收,降低污染水平就是对他

们有利的。

图16.3反映了一家私人企业如何根据排污税来调节其决策。同样,Qmax

是没有任何规定时的排污量。如果进行统一收费或者收取排污税,也就是在

T1 点施加税费,污染水平将会下降到Q1。生产者发现把污染降低到这个水

平是更好的,此时的总成本是区域E,等于污染量从Q1 增加到Qmax,即边际

成本曲线以下的面积。否则,如果企业保持Qmax的污染量,它就必须为这些

污染支付E+F量的费用。因此,企业通过降低污染水平节省了面积为F的

成本。

B D

A C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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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 排污税

在降低污染水平到Q1 之后,企业仍然需要为其现在的污染量支付税收,

这部分等于(B+D)的区域。企业支付排污税的总成本是其减排成本与税收

支付的和,也就是区域B+D+E,这个成本低于企业不采取任何减排措施必





基于市场的污染控制:基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控制企业的决定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如税收、补
贴和许可证系统。

内部化外部成本:例如,通过税收将外部成本考虑进市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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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支付的税收,也就是区域B+D+E+F。企业认为税收是有效的成本,任何

不同于排污量Q1 的污染水平都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如果每单位污染的费用更高,在T2 点,生产者会进一步降低排污量到

Q2。这个过程包括控制成本(C+D+E)和排污费用(A+B)。额外每单位的

减排量都会带来更高的成本,但是只要这些成本低于T2 点,生产者就会发现

支付额外的支出以避免支付Q1 到Q2 之间污染量的费用是有利可图的。

这种成本最小化的逻辑确保了排污费用是否能够完成最大减排量。我们

换一种方式来应用等边际法则———所有的生产者的边际控制成本是相等的。

如果税收水平反映了真实的损失成本,那么它也能够确保每一个生产者的边

际控制成本都会等于从减少损失中获得的边际收益。

我们注意到,有效的减排措施的相同目标都可以通过使用减排补贴而不

是排污税收来达到。如果生产者每减少一单位污染都能够获得补贴,那么他

们也会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相似的减排量的决策。例如,如果每减少

一单位的排污量,补贴数等于T1,生产者将会根据利益原则把污染量降低到

Q1,支付面积为E的控制成本,接受面积为E+F的补贴,得到的净利润为面

积F。这种补贴和收取T1 的税费能够达到相同的减排效果,但是带来了不同

的分配结果。相比较于政府通过税收收入B+D,支出了E+F,生产者获得了

B+D+E+F,情况变好。政治上,企业更愿意接受这种手段,但是从政府预

算的角度看,这使得控制污染的成本太高,从而不能接受。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进一步证明一个企业如何应对排污

税。假设一个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是:MCR=30+2Q。

A
B D

C

MCR

0 40 100

210

110

30

��F

DK��//�!�

图16.4 排污税的例子

Q 是相对于Qmax的减排量,单位是吨(Qmax是没有政策规定时污染排放

量)。因此,没有任何规定时,Q 应该是0。我们假设Qmax是100吨。在图

16.4中,画出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旋转了x 轴,通过测

量减排量而不是排污量来分析问题。因此,潜在的最大减排量是100吨(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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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左边移动到右边)。

假设政府颁布法律规定每吨污染的税收是110美元。如果企业根本不打

算减少排污量,那么其必须为100吨的排污量支付11000美元,即如图16.4
所示的A+B+C+D的区域。但是,只要减排的成本低于税收,企业就应该

采取减排,这是一种更加划算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税收,

从而解出最优减排量:

110=30+2Q
80=2Q
Q=40

因此,企业将会减排40吨,保持60吨的排污量。企业依然需要为60吨

的排污量支付单价为110美元的税收,税收总和为6600美元,如图16.4中区

域D所示。企业总的减排成本是减排量在 MCR曲线以下所反映的面积,也
就是区域B+C。我们注意到,B是一个底为40、高为80(110-30)的三角形,

C是一个底为40、高为30的矩形。因此,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计算企业的减

排成本:

Reductioncosts(减排成本)=(40×80×0.5)+(30×40)

=1600+1200
=2800(美元)

同时考虑企业的减排成本和税收,企业的总成本是9400美元,低于不减

排时所要支付的11000美元的税收。除了40吨的减排量以外,企业采取其

他的减排量都会导致更高的总成本。

我们注意到,如果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发生改变,那么最优减排量也

会不同。MCR曲线更高的企业将采取更少的减排量,MCR更低的企业减排

量更多。如果给定一个总的减排量水平,每个企业都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采

取自身的减排,最终会使总成本最小,这就是企业成本最小化原则的积极影

响。不像设定标准和基于技术的手段,排污税是更加经济、高效的手段。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

在控制污染方面经济有效性明显是一种优势。然而,排污税的不足是设

定了征税水平后很难预测可以达到的总减排水平,这依赖于每个企业的 MCR
曲线的形状,而政策制定者并不能确切知道企业的 MCR曲线形状。

我们假设,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政策目标是设定一个更精确的减排量。

例如,1990年美国环境保护局设定目标决定减少50%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

(SOX 和NOX)的排放量,这两者会引起酸雨现象。达到此目标最好的方式是

什么? 是否能同时达到经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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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项实践是,1990年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设立了一项可交易的污

染许可证系统,其中,发布的许可证的数量等于目标排污量水平。企业可以自

由决定是留下该许可证还是通过拍卖将其卖掉。一旦被分配出去,这些许可

证在企业和利益集团之间都是自由的或者说可转让的。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是

降低排污量还是为排污量购买许可证,但是全社会总的排污量不会超过由许

可证数量所规定的最大排污量3。

这个系统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致力于减排的私人集团愿意购买污染许

可证,但是却希望永久地退掉许可证,这样就把排污量降低到原来设定的目标

水平之下。许可证可能会在一个限定期限以后终止运行,也会因为政府发行

越来越少的新许可证而导致更低排污量,从而终止运行。图16.5显示了可交

易许可证系统的一个简化的例子。

��1
��2

0
40

5
35

10
30

15
25

20
20

25
15

30
10

35
5

40
0

D

B CA

6004�

3004�
2004�

MCR1

MCR2

B�% ��	+%

��+ ��
!�+��

��F

图16.5 可交易污染许可证系统

在这个简化的模型中,我们假设有两家企业,在执行规定之前这两家企业

都排放50单位的污染,所以总的排污量就是100单位,而政策目标是减排40
单位,因此,两家企业的减排量总和必须达到40单位。图16.5中显示了需要

达到40单位的减排量如何在两家企业中分配,减排量显示在x 轴。需要注

意的是,x轴上的点代表了40单位的总的减排量,但是这40单位以不同的方

式分配给了两家企业。

两家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不同,在同一个坐标轴中的边际成本曲线也

分别倾斜于不同的方向,企业1的减排量从左向右变化,企业2的减排量从右

向左变化。我们通过画图的技巧来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同样是根据等边际

成本原则找到最优点(也就是找到两家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都相等的点)。

在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实施之前,两家企业总共排污100单位,为了减排

40单位的总目标,剩余60单位的排污量应该通过发放污染许可证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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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开始我们允许每个企业排污30单位,如果污染许可证不能交易,那么

每个企业都必须把自身的排污量从50单位降低到30单位———减少20单位。
图表中中间位置显示了这个问题(“起始点”)。此时,企业1的边际成本是

200美元,企业2的边际成本是600美元,这与统一规定每个企业排污量是30
单位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种方式是通过企业各自减排来达到最终的政策目标,但是它在经济上

是无效率的。每一个企业的总的成本都可以由 MCR曲线以下的区域来表

示e,又因为每个 MCR曲线都是线性的,所以每个企业的减排成本都可以由

三角形的面积来计算。企业1的减排总成本是区域A的面积,等于:
企业1减排总成本=20×200×0.5

=2000(美元)

企业2的减排总成本是区域B+C+D的面积,表示为:
企业2减排总成本=20×600×0.5

=6000(美元)
为了达到40单位减排量所耗费的总成本是区域A+B+C+D所表示的

面积,共计8000美元。
现在,我们假设企业可以自由交易污染许可证。我们看到,减少20单位

的排污量时企业2的边际成本更高。从边际的角度看,企业2为了减少最后

一单位的排污量必须花费600美元的成本,因此,企业2愿意花费600美元来

购买允许的排污量而不必减少这么多的排污量。企业1是否愿意将污染许可

证卖给企业2呢? 如果企业1卖掉一单位污染许可证,那么为了不超过既定

的允许排污量,它就必须额外多减排一单位。我们可以看出企业1多减排1
单位的污染量(从20单位的减排量增加到21单位)需要消耗200美元的成

本,因此,如果要卖掉许可证,企业1至少需要200美元的补偿。
因为企业1需要200美元的补偿来卖掉许可证,而企业2愿意花费600

美元来购买许可证,那么二者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协商空间。本质上,这与我们

在第3章所探讨的科斯定理是一样的。

只要许可证的价格高于减排的成本,企业1都会将许可证卖给企业2。
只要许可证的价格低于减排的成本,企业2都会继续从企业1那里购买许可

证。交易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二者的边际成本相等,即企业1卖掉了10单

位的排污许可给企业2(“交易后的点”)。在这个点以上(向右移动),企业1
关于许可证的售价高于300美元,而企业2只愿意以低于300美元的价格购

买许可证,二者无法协商进行交易。交易中最后1单位许可证的价格应该就

e 在数学形式上,总成本=TC=∫[0toq]MCdq,这里的q就是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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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00美元,这也代表了两家企业在这个点上的边际减排成本,企业1共减排

30单位,企业2共减排10单位。简化处理,我们假设所有的许可证都是以

300美元进行交易。

现在我们能比较交易前和交易后每个企业的总成本,结果如表16.1所

示。在新的均衡点,企业1的总减排成本由三角形A+B的面积表示,等于:

企业1减排总成本=30×300×0.5
=4500(美元)

企业1卖掉了10单位的许可证,每单位售价300美元,于是获得总收入

3000美元,因而企业1的净成本仅仅是1500美元(见表16.1)。与交易前的

2000美元的成本相比较,企业1的成本降低了500美元,情况变好。

企业2必须购买10单位的许可证,产生了额外的3000美元的成本。因

此,企业2的总成本是4500美元,企业2的境况也比交易前更好,因为交易

前的成本是6000美元。

许可证的交易是在两家企业间的转移,不会产生额外的总成本,交易后的

减排总成本是6000美元。现在,我们能通过交易以更低的成本来达到相同

的减排目标。区域D代表了从这次交易中节省下来的费用。

表16.1 可交易许可证系统的成本有效性

交易前

减排的单位 减排成本

企业1 20 2000美元

企业2 20 6000美元

总计 40 8000美元

交易后

减排单位 减排成本 许可证收入或费用 净成本

企业1 30 4500美元 +3000美元 1500美元

企业2 10 1500美元 -3000美元 4500美元

总计 40 6000美元 0 6000美元

在某种意义上,可交易性污染许可证结合了设定规则和收取污染税二

者共同的优点。它允许政策执行者设定一个总污染水平,并且让市场调节

来寻求最有效的方式(成本最小化)以控制污染水平。正如我们的例子中展

示的那样,这种方式也有利于企业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既定的减排水平。另

外,其他利益集团也可以通过购买和退还污染许可证来加强污染控制,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布的污染许可证的数量可以逐年减少,从而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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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控制。

在等边际法则的指导下,图16.5中显示的交易均衡点是稳定的,因为在

均衡点上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为了简化计算,我们的例子只包含了两

家企业,但是这种方式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企业中。只要许可证的价格低于边

际减排成本,企业就可以通过购买许可证来获取收益,同样,只要许可证价格

超过边际成本,企业就可以通过卖出许可证来获取收益。

我们没有必要认定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就是完美的污染控制政策。1990
年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中颁布的可交易污染许可证成功地减少了二氧化硫的

排放(要想获得更多关于二氧化硫的减排的知识,可以参考专栏16.2),因而人

们开始频繁地讨论把可交易污染许可证用于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但

是,要想知道排污税、许可证、基于技术的手段或者直接设定标准这些是否是

最好的政策工具,还应该考虑更多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为了找出在特定的

情况下采取哪种方式最为经济有效,只考虑了其中的某些因素。

专栏16.2 二氧化硫排放交易

SO2 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元凶,1990年美国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发布

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项目,这个项目允许SO2 排放量进行交易和银行化。

此项目运用于全国超过2000家的大型发电厂,这些发电厂要想排放SO2
必须持有许可证。根据发电厂产电的能力,这些许可证免费发放给它们。

每年大约有3%的许可证被拍卖。通常由经纪人来进行买卖,从而促进交

易的发生。虽然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发生在两家发电厂之间,但是也会有

环境保护机构或者个人(甚至有一些是环境经济学家们)把许可证购买下

来然后“退还”掉,从而降低整个国家SO2 的排放量。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相比较于一个统一的排污标准,可交易的许可证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达到减排的目标。DallasBurtraw 是《未来资源》
(ResourcesfortheFuture)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说:“SO2 排放许可市场是

经济学家建议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尝试,因此应该受到仔细的评估”
(2000,p.2)。20年以后,此项目表现如何?

为了评估这项政策,必须剔除其他因素,只评估排污许可证交易的影

响。即使没有许可证交易系统,20世纪90年代低硫煤价格的下降和技术

的进步都会降低减排的成本。经济上的模拟系统比较了许可证交易和排

污标准,结果是许可证交易大约节约了50%的成本,甚至比基于技术的手

段更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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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2 排放许可交易项目以一个低于预期的成本消耗达到了既定的目

标。美国东北地区的酸雨问题曾经非常普遍,但现在都减轻了。然而,东
南各州期望能不通过减排来降低水资源系统成本。虽然这个程序很有

效,但是对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调查研究显示进一步的减排会带来更

大的净收益。

Burtraw将SO2 市场总结为“是流动的和活跃的,为了以低于以前传

统的设定标准手段的成本来达到减排目标,大部分的观测者非常尽职”。

有证据表明许可证和专利类型的创新都促进了“SO2 项目”。同时,也有

证据表明有一些节省下来的成本没有被意识到。另外,尽管我们持续减

排,也没有达到最终的环境目标。”(BurtrawandSzambelan,2009,p.2)

资料来源:Burtraw,2000;BurtrawandSzambelan,2009.

16.3 污染影响的范围

我们在规划有效的污染控制政策时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污染的本质。

污染的影响主要是当地的? 区域的? 还是全球的? 污染的影响是随着污染物

数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还是非线性的或临界值的(nonlinearorthreshold
effects)? (如图1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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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6 线性的或非线性的污染影响/临界值的污染影响

例如,我们考虑一个重金属污染物,比如铅。如果某一个生产厂家释放出

铅这种污染物,那么住在附近的人肯定面临严重的健康威胁。血液中少量的

 非线性或临界值影响: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不与污染量的大小线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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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就会导致严重的神经和脑力损伤,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巨大。我们可以说环

境中可接受的铅的临界值是非常低的,基于此,达到临界值时的损害是非常大

的(见图16.6b)。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污染物影响的分布。铅可以成为一种当地的空气污

染物(localandregionalairpollutants),铅排放主要是对那些接近排放地的

地方产生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f。
排污税或者污染许可证等市场机制在降低铅污染方面通常是无效的。在

许可证系统下,一个利润很高的企业能够简单地通过购买许可证以达到排放

污染物的目的,如果排放的浓度达到极限值,那么会对当地的居民产生严重的

后果。但是,工厂的管理者会选择支付排污税而不会选择减排。这种基于市

场的机制可能会达到某个区域或者国家整体的铅排放控制的目的,但是却不

能保护当地居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大众,管理局必须给所有工厂设定

一个严格的排放标准。只要把污染浓度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之下,基于

技术的手段也能减轻当地污染物。在一些广泛运用的产品中,如加铅汽油或

铅涂料,将其完全禁止才是唯一有效的政策。
基于市场的政策在区域或者全球污染物中能够更好地运用。硫氧化物是

区域性污染物。许多工厂都排放这种会导致酸雨的气体,特别是煤炭、燃油发

电厂。在宽广的区域中,这些气体随风飘散,带来了区域性污染。在制定政策

来限制这种区域性危害时,假如我们要求的减排目标能在更多区域中实现,那
么在源头上降低污染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此,这也是征税和许可证计

划在应用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知道,1990年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使用了可交易许可证,这种方式

获得了成功。减少SOx 排放量的目标得以实现,并且随着减排技术的提高,
污染许可证的价格下降(见专栏16.2)。但是,可交易许可证不是最佳选择。
即使可交易许可证能促进减排成功,但它仍然允许许多特定的地区保持着高

排放量。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均匀混合的污染物(uniformlymixedpollu-
tants)和非均匀混合的污染物(nonuniformlymixedpollutants)。均匀混合

的污染物是由许多不同的污染源排放出来,并且在区域中保持相对一致的浓

度水平。非均匀混合的污染物由不同的地区排放,并且在不同的地区中保持

不同的浓度。






f 在加铅汽油的例子中,汽车尾气的排放传播了广泛的污染,例中的铅变成了一种区域性污染物。
当地的空气污染物:仅仅在释放的区域产生不利影响的污染物。
均匀混合的污染物:在一个地区中有许多源头的污染物,这些污染会导致这个地区有一个相对稳定

的污染浓度水平。
非均匀混合的污染物: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影响的污染物,该影响取决于污染物的排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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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匀混合的污染物可能会产生热点地区(hotspots),热点地区的污染

物水平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虽然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设定了总体污染水平,

但是在一个地区中会有一个甚至多个企业购买过量的许可证,在当地引起严

重的污染。同样,有着高 MCR曲线的企业选择排放Qmax数量的污染物并且

为其支付税收。在减少热点地区的问题上,为当地的污染水平设定一个标准

和基于技术的手段会更好。

非均匀混合的污染物的一个例子是水银。在美国布什总统任职期间,

为了降低发电厂的水银排放量,政府提议一项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这个提

议将会致使发电厂周围产生高水平的水银污染,因此提议遭到强烈反对。

这个提议被法院驳回,后来布什政府又对其进行了上诉。但是,2009年奥

巴马政府更加赞成为水银排放量设定一个严格的标准,从而取消了这项申

诉(见专栏16.3)。

专栏16.3 奥巴马政府反对布什政府的水银法案

在早期的环境政策决定中,奥巴马政府废弃了布什政府提出的被许

多企业支持的水银法案。这发布出一个信号:奥巴马政府正在寻求一个

更加严厉的控制方法以降低国家发电厂的水银排放量。美国司法部门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一项取消布什政府水银提议的申请,布什政府的这

项提议在2008年被低级法院驳回了。

发电厂是最大的水银排放源头,水银是一种可以进入食物链中的重

金属。通常我们会在鱼的体内发现高浓度的水银。水银会严重损害胎儿

和青少年的大脑发育。

布什政府推行了这项规定,但是被高级法院终止了。这项规定通过

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而允许一些发电厂释放更多的水银污染。一些州和环

境保护组织认为这项规定会产生当地的“热点地区”,这些地区水银浓度

很高。这项法案要求所有的厂商都安装最好的技术来控制排放。

2011年12月,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发布了一项规定,这项规定第

一次要求煤炭和石油发电厂控制水银和其他有毒物质的排放。1400家

煤炭和石油发电厂中大约有40%缺少对有毒气体排放的现代化污染控

制。政府期望通过新的法案,关闭一些老旧的、污染严重的企业。

 热点地区:在当地产生高水平的污染,比如一个高排放量的工厂的附近。在污染交易计划下会产生
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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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法案定于2014年实施,EPA估计新法案的保护措施将会在一年

中减少11000个早产儿死亡,减少4700个心脏病患者,并且按照当年的

估计,将会为企业节省96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16年,若机构援助项目

减排相同的量,则会在年度医疗费用和损失的工作日方面节省3700亿美

元到9000亿美元。

资料来源:J.Eilperin,“环境保护局发布水银新规定”,《华盛顿邮报》,

2011年12月21日;“奥巴马反对布什的水银法案”,美联社报道,2009年

6月2日。

累积和全球污染物

污染问题是一个持久性问题。例如,像DDT、多氯联苯(PCBs)、氯氟烃

(CFCs)一样的有机氯化物农药会滞留在环境中几十年。随着这些累积污染

物(cumulativepollutants)不断被排放,土地中、空气中、水中、生物体内的这

些有毒物质的含量会稳定上升。即使不再进行排放,这些污染物的浓度依然

会在十年里持续危害人类。

之前我们所研究的污染损害的边际成本适用于流动性污染物(flow

pollutants),这些流动性污染物对环境只有短期影响,之后就会被分解或者吸

收到环境中,不再有害。然而,对于那些累积的或者囤积污染物(stockpol-
lutants)来说,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控制政策。

对于分析全球污染物(globalpollutants)来说,累积污染的问题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方面。碳排放、氯氟碳排放都会在空气中滞留几十年,造成广泛的

影响。1吨碳排放到中国还是美国这并不重要,其影响将会是相同的。像

DDT或其他残留性农药也会广泛传播,即使在北极这种不使用农药的地区,

我们也可以在居民体内和动物体内发现高浓度的污染物残留。

多氯化联二苯(PCBs)通常被用于电力系统中的绝缘体,它会导致严重的水

污染,在我们禁止使用几十年后,依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河里、海里的鱼吸收

甲基汞之后会在体内一直滞留许多年,当甲基汞被转移到更高的食物链后,会
变得更加集中。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增加,我们必须考虑适合的应对策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那些被用来解决短期的空气和水污染的政策非常不同。

考虑那些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即含有氯氟烃(CFCs)和其他的化学物质,






累积污染物:那些不会随着时间消散或者显著降低的污染物。
流动性污染物:有着短期影响并且会被分解或者吸收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
囤积污染物:在环境中不断累积的污染物,比如说碳和氯氟碳。
全球污染物:像碳和氯氟碳那样会带来全球性影响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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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农药甲基溴。20世纪70年代我们才确认氯氟烃的破坏力,但是许多年以

后这个问题才被理解,从而制定一个有效的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措施。这些

用来冷却冰箱和其他工业设备等的气体最终会迁移到上层大气,在那里,这些

气体会破坏地球的保护层———臭氧层。

随着臭氧层变薄,太阳辐射增强引起了许多问题,如皮肤癌发病率的增

加、复杂生态系统被破坏等。如果臭氧层被完全破坏,很少有生命体能够承受

太阳辐射,最终会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命体的灭亡。因此,这个问题非常重

大,随着极地地区臭氧层空洞逐渐增大,警报已经被拉响(见专栏16.4)。

专栏16.4 北极地区臭氧层的空洞问题

在2011年的春天,北极地区的臭氧层的厚度降至前所未有的历史最

低点。臭氧层能够保护地球不受紫外线辐射,按照世界气象组织(WMO)

的估计,从冬天开始,直到3月底,臭氧层的厚度变薄了大约40%。世界

气象组织将臭氧层变薄的原因归因于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在空气上层的

聚集和低温环境。

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发布了一项终止含氯氟烃和氟溴烃等破坏臭

氧层的化学品使用的决议,这些化学品主要被用作冷却剂和阻燃剂。这

个被197个国家批准的联合条约降低了这些化学物品的排放,达到了总体

成功的效果。但是,大气寿命很长,臭氧层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

即使这些排放量减少了,臭氧层依然很薄。根据联合国的规划,直到

2030~2040年,臭氧层都不会完全恢复到1980年以前的水平。

资料来源:“北极地区臭氧层面临创纪录的空洞”,美联社报道,2011
年4月5日。

为了研究臭氧层空洞,我们必须既考虑氯氟烃的排放也考虑其聚集的浓

度。图16.7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展示了二者的关系。与我们之前的图形不同,这

一次的图形包含了时间,并且把它放在了x 轴。上面的曲线展示了每20年的

排放量的四个简单阶段的形状。在第一个阶段,排放量稳定增加。第二个阶

段,排放量不再增加,保持一定的水平,但是排放量依然保持在之前的水平上。

第三个阶段,排放量水平稳固降低直到0。g 第四个阶段,排放量保持在0。

我们需要注意排放量和浓度之间的关系。随着排放量以一个稳定速率增

加,正如图16.7中第一部分的直线所展示的那样,浓度水平也加速增加h。在

g 由于国际协议的漏洞和非法生产及贸易的存在,0排放目标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对于CFCs和
其他导致臭氧层空洞的物质来说,这是过分乐观的。

h 从数学的角度上看,这种关系能够被表述为:A=∫edt,意味着聚集量是排放量随时间推移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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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排放量保持不变时,浓度水平依然稳定上升。直到第三阶段排放量

降低为零,浓度的增加速率才开始减缓,最终,在排放量达到最大水平的40年

以后,浓度才达到其最大累积量。只有在最后阶段,排放量一直稳定保持在0
水平上时,浓度才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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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7 囤积污染物的排放和聚集的浓度

这个简单的图形展示了问题的实质。因为污染的损害与其累积浓度相

关,而不与年度排放量相关,就算污染控制政策开始实施,随后的几十年里污

染也会变得更严重。要想解决累积的污染物,就必须立即开始行动,并且制定

严格的政策措施。即使是有了这些措施,不可逆转的损害也已经发生了。在

图16.7中,80年之后,环境中聚集的污染物才会下降到一个安全水平上。

16.4 评价污染控制政策

不确定性下的政策制定

我们可以从图16.1中看到边际损失和边际减排成本平衡时的“最优”污
染水平。排污税和交易许可证都能达到这个“最优”污染水平,但是通常,我们

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画出损失和成本的曲线。在税收的例子中,我们可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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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一个“错误”的税收水平,从而导致了一个无效的污染水平,这个水平可能

太多也可能太少。在许可证系统中,我们可能分配出去了太多或者太少许可

证,这样也会导致无效。

在描述不确定性的例子中,选择征税还是选择许可证取决于图16.1所示

的减排边际成本(MCR)曲线和边际损失(MD)曲线的形状。即使我们不知道

确切的曲线,我们也能知道每一个曲线是陡峭的还是平坦的。这些信息帮助

我们决定哪种政策更好。

假设对于一个特定的污染物来说,边际损失曲线是相对陡峭的,这意味着

随着污染水平的增加,造成的损失也会增加。同时,我们假设这种污染物每单

位减排的成本相当稳定。正如图16.8所示,如图16.1那样,我们再一次将污

染水平放到x轴上,而不是把减排的水平放在x 轴。

T2
T*

Q2 QmaxQ1Q*

MD

MCR A B

DK��/��

!�!�

图16.8 边际损失曲线陡峭时不确定性下的控制污染规定

我们知道最优的污染水平是Q* 。发放Q* 水平的排污许可证或者设定

T*水平的污染税都能够达到最优污染水平。但是,假设我们缺少信息,没有

无法精确地获得这些值。首先,我们考虑发放错误数量的许可证的影响。假

设我们发放了Q1 水平的排污许可证而不是Q* ,这时我们发放太多的许可

证,对于Q1 到Q* 之间每一单位的污染物来说,其边际损失都超过了边际减

排成本,因此,相对于最优污染水平来说,Q1 点是无效的。无效性导致的损

失是图形中区域A的面积。这个例子代表了潜在利益的损失。

现在,我们假设制定了一项污染税政策,但是设定的税收水平太低,位于

T2 而不是T*。因为 MCR曲线相对平坦,所以税收方面的一个小错误导致

了Q2的污染,也就是比最优污染水平更多的污染。现在,相对于Q* ,没有实

现的收益是区域A+B的面积。制定一项错误的税收政策比发放太多的许可

证带来的无效性更大。

损失成本的模式与甲基汞这样的污染物相关,甲基汞有一个很低的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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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临界值,并且会带来严重的神经损害。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以数量为基础的

控制系统是更有效的。如果我们只是发放轻微的过多或者过少许可证,无效

性将会相对较小。然而,污染税方面的一个小错误将导致很大的无效性,并带

来高水平的污染。

当边际损失曲线相对平坦而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相对陡峭时,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对比的例子,如图16.9所示。在这里,减排成本快速增长,然而每单位

的损失相对稳定。

A
B

MD

MCR

Q2 Q*Q1

T1

T2
T*

Qmax
!�!�

DK��/��

图16.9 边际减排曲线陡峭时不确定性下的控制污染规定

在这个例子中,数量控制带来了更严重的风险。理想的污染控制数量水

平应该是在Q* 点上,但是过量的更严格的污染控制点Q1将导致边际控制成

本急剧增加到T1,社会净损失由区域A+B的面积来表示。税收政策虽然也

可能会脱离合适的T*水平,但是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既不会产生过多的成本

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损失。例如,设定一个过高的税收水平T2,这个政策的影

响仅仅是从Q* 移动了很小的距离,社会净损失量等于小三角形A的面积。

企业发言人经常说严格的政府规定会带来高控制成本,却仅仅带来有限

的收益。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言论有时候只是在喊“狼来了”。但是在有些

例子中很多企业的控制成本确实很高,税收或者污染费用的使用会促使企业

自己做出控制污染的决定。企业不是被强制要求执行每单位的污染减排花

销,这种花销比税收水平要高得多,因为在缴税的情况下企业总是选择缴税而

不是减排。同时,税收要求它们考虑污染的内在社会成本。例如,肥料或者杀

虫剂方面的税收会鼓励农民追求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允许他们使用

化学肥料,因为使用肥料是划算的。

技术改变的影响

在考虑不同政策的有效性时,我们也应该评估控制污染与技术进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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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我们的分析中,使用的边际减排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技术

进步会导致控制成本降低。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改变控制污染的成本将

如何影响政策? 第二,这些政策为控制污染的技术进步提供哪些动机?

图16.10展示了污染控制水平将如何随着不同政策和技术的改变而改

变。假设我们用 MCR1 表示控制成本,并且设定一个初始的污染水平Qmax。

T1 水平的污染税会使污染水平降低到Q1,分配Q1 水平的可交易污染许可证

也将达到同样的效果,市场决定的许可证价格为P1。现在我们假设技术进步

降低了控制成本,边际成本曲线移动到 MCR2。企业将做何反应?

A

Q2

T1UP1

P2

MCR2

MCR1

Q1 Qmax
!�!�

DK��

0

图16.10 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污染税的例子中,企业有动机将污染水平降低到Q2,并节省区域A的

面积(新的控制成本减去企业之前支付的Q1 到Q2 之间污染水平的税收)。

然而,在许可证系统中,结果却是不同的。给定一个更低的控制成本,许可证

的价格会降低到P2(回顾一下图16.5中所说的许可证的均衡价格由企业的

边际减排成本所决定)。减排的总量保持在 Q1———等于总的许可证发放

的量。

事实上,许可证系统似乎会带来违反常理的影响。如果一些企业的控制

成本急剧降低(这些企业使用了新技术),许可证的价格会下降,允许那些维持

旧技术的工厂购买更多的许可证实际上是增加污染的排放量。一些企业采取

了更好的污染控制技术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污染,这种影响令人惊讶,然而,我
们可以通过发放更少的许可证来避免这种影响的存在。

污染税和许可证系统都刺激了技术进步。但是在应用许可证系统时,政
策制定者需要按照改变的技术水平调整许可证的数量。因为污染税是基于污

染的边际损失成本,所以不需要根据技术的改变而进行调整。

制定污染标准之后,企业有动机去投资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帮助企业以一

个更低的成本来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企业不会有动机去追求那些会使污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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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降低到标准以下的技术。最后,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设定污染水平的标

准时,企业几乎没有动机去追求新技术,特别是在这些技术需要高成本时。

构造污染控制政策组合

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一些与污染控制政策有关的其他问题。首先,在可交

易许可证系统下,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来分配许可证。第一种方式是现存的企

业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而是基于历史的排污量来发放许可证。显然,产生污

染的企业更偏好这种方式,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花费就能拿到有价值的东西

(许可证)。但是,免费发放许可证会使企业失去获得收入的机会。基于过去

的排放量发放许可证会使那些低效的工厂受益,这是不公平的。那些拥有更

有效技术的新企业必须从开放市场上购买现存企业手中的许可证,这使新企

业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种方式是许可证拍卖(permitauction),这种方式中,出价最高者获

得许可证。这种方式有利于政府获得税收,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税收来修复环

境损失,或者在其他方面减税。通过拍卖来交易许可证,理论上能使政府获得

与均衡污染税收相同的收入。拍卖中,现存企业不会比新企业更有优势。

一个相关问题是现存企业不受规定限制(grandfathering)。这种系统

中,严格的污染控制政策被用于新企业,而允许现存的工厂遵守更低的标准

(或者根本不用遵守标准)。这种方式是为了避免过高的边际控制成本,但是

其明显偏向于现有的工厂,还有可能被滥用。

当使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时(也就是税收和可交易许可证),一种自下

而上的政策(upstreampolicy)总的来说是好的。这意味着,为了降低行政政

策的复杂性,税收和许可证在应用时远没有达到自下而上。例如给石油征税,

自上而下的税收要求对美国的120000个加油站征税6,而自下而上的税收政

策仅仅要求对美国150个冶炼厂征税7。

最后,在制定污染控制政策时,我们需要考虑监控和执行的问题。排放量

的监控必须用来确保企业服从税收政策、标准制定和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虽

然有必要进行检查以确保设备合理安装并操作,但是相比较于基于技术的手

段,监控更加不易鉴定。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监控空气和水污染源,从
而不断提供排放量的数据。一些监控者也去参观设备的使用情况,这些参观

包括采访、记录、收集样本和观察其运行。

不管采取哪种政策手段,惩罚手段都是为了防止企业违背政策。例如,没





许可证拍卖:一种把许可证分配给出价最高者的系统。
不受规定限制:现有的工业企业不需要遵守新的环境标准或者规定。
自下而上的政策:尽可能接近自然资源的开采程度来制定污染和产量的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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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可证时进行污染排放的罚款应该高于许可证的成本。2011年,美国环境

保护局发现3000例潜在的违反者,从而收取了1.5亿美元的罚款。同年,环
境保护局也对249个违法者进行了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97个个人和52家公

司),一些人最后进了监狱。8

总结污染控制政策的优点和缺点

最好的污染控制政策取决于所处的环境。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排污税和交

易系统是更好的,因为这两者是更加有效的(也就是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给定的

减排水平),却依然存在一些情况使得这些政策可能不是最好的。表16.2总

结了四种政策选择的主要特征。

表16.2 污染控制政策方法的特点

污染标准 技术为基础的方法 污染税 可交易许可系统

政策 是 经 济 有 效

的吗?
没有 没有 是 是

政策制定了新的动

因吗?
只为满足标准 总的来说没有

是,导 致 较 低 的

污染

是,导致较低的许可

价格

政策要求监管吗? 是 极少的 是 是

政策创造了公共收

益吗?
没有 没有 是

是,如果许可是被竞

拍的

政策提供了直接的

污染水平控制吗?
是 没有 没有 是

政策消除了热点吗? 是,如果定位标准 是的 没有 没有

其他的政策优点
允许满足标准的灵

活性

能够 导 致 较 低 成

本,为了最好的可

获得的控制技术

利用收益可降低其

他税收

个人 或 组 织 能 够 购

买和退回许可

其他的政策缺点 没有动因超过标准 不允许灵活性
从政治方面来说,

征税是不受欢迎的
许可系统较难被理解

我们已经讨论了某些特征,比如经济的有效性、创新的动机和监督。通过

设定标准和可交易许可证,政府能对总排放量设定一个极值水平。基于技术

的手段和税收,最后的污染水平不能提前得知。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使污染

水平低于已知的特定水平,设定标准和许可证手段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

政府主要的目标是鼓励创新并最小化成本,那么设定排污税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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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上说,设定严格的排污税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在美国,

制定新的税收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理论上讲,如果增加的税收被其他税抵消

掉,那么排污税就应该是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收入中性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可交易许可证系统在政治上更加受

欢迎,特别是企业相信政策执行者会让它们获得免费的许可证。但是许可证

发放系统可能会导致收入从消费者转移到那些获得有价值的许可证的企业

中,因为消费者要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然而,如果完全通过拍卖来发放许可

证,那么政府可以使用拍卖收入来补偿纳税人或者降低其他税收。

16.5 实践中的污染控制政策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集中研究美国颁布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用于规范污

染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污染规定主要是设定标准和基于技术的

手段。基于市场的手段是从近几年开始普遍使用,特别是在应对酸雨和全球

气候改变(globalclimatechange)方面。

每个国家制定的环境政策都不相同。虽然从概念上讲很难比较不同国家

的污染政策,但是曾经采用一种方法来进行比较,即比较每个国家环境税收的

大小。图16.11展示了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中的几个国家的环境税收

水平,度量的标准是其占国民收入(GDP)的百分比。

丹麦、意大利、荷兰和瑞典等国家有相对较高的环境税收。在发达国家

中,美国的环境税最低。然而,我们不能下结论说美国有最松懈的环境政策,

因为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的政策工具,如设定标准和基于市场的政策等。事

实上,美国的空气污染水平略低于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9。现

在,我们来考虑美国污染控制政策的更多细节。

空气污染规定

美国管理空气质量的是联邦法律清洁空气法案(CAA),这个法案于1970
年首次通过并在1990年修订i。CAA的目标是设定区域空气污染标准以保

护居民健康达到“足够的安全边际”10。法案详细说明了应该基于最好的科学

证据来设定污染标准,明确排除了成本-效益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能




i 在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是为解决空气污染提供了资金,而没
有任何具体的标准或是减少污染的其他直接努力。

收入中性(税收政策):一种保持总税收收入水平不变的税收政策。
全球气候改变:环境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所导致的全球气候改变,其中,包括温度、降水、暴雨频

率和强度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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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获得更多信息,从而相应地调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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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1 截至2004年,部分OECD国家的环境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CAA把大气污染物分为两种。第一种包括四种主要的或者标准大气污

染物(criteriaairpollutants):颗粒物、地面臭氧、一氧化氮、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铅。自从通过清洁空气污染法案,这些污染物的浓度急剧下降,1970~
2011年总共下降了68%11。由于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大气中铅含量的浓度迅

速下降,总共下降97%。尽管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步,仍然有超过1亿的美

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标准污染物的含量甚至超

过2010年,这主要是由于较高的地面臭氧浓度(也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1990年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为了解决酸雨问题建立了可交易许可证系

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截至2010年,SO2 的排放量相比较于1980年降

低50%12。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系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其在1980年到

2010年间将SO2 的排放量降低了83%,并且成本还比预期少(获得更多SO2
交易系统的信息,见专栏16.2)。

CAA规定的第二种污染物是有毒大气污染物(toxicairpollutants)。
这些污染物通常排放量都很小,但是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如癌症、出
生率下降、呼吸系统损害等。有毒大气污染物的例子包括水银、砷、氯乙烯等。
一开始,解决这些有毒大气污染物的进程是缓慢的,但是1990年的清洁空气

修正法案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对污染源头建立基于技术的规则,这些污染源

会排放200种有毒大气污染物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美国环境保护局发布规

定,规范超过80家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如化学厂、炼油厂、轧钢厂等。虽然

政府需要进一步规范小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逐步解决所有的有毒气体,但是




标准大气污染物: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指定的六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
有毒大气污染物: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指定的区别于之前六种标准污染物的有毒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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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规定已经将源头企业排放的有毒大气污染物降低了70%左右。

水污染规定

美国在规范地表水污染方面主要的法律是1972年通过的清洁水法案

(CleanWaterAct,CWA),该法案于1977年修订。清洁水法案设定了非常雄

心壮志的目标:到1983年,保证所有国家的湖泊和河流都能够钓鱼和游泳;到

1985年,消除所有可航水域里的污染物排放。虽然该法案有所成就,但是直

到现在这些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例如,2007年关于国家水域的估计:56%
的水域是“好的”,21%的水域是“可以的”,22%的水域是“差的”。

清洁水法案主要集中在点源污染(point-sourcepollution)上,这种污染

主要来源于一个明确的源头,比如排水管。清洁水法案依赖于标准和以技术

为基础的方法;以此管理点源。例如,它指导环境保护局具体地为不同的设施

制定“最可行的技术”。主要的污染点必须接受许可以确保他们遵从清洁水法

案并且向环境保护局报告。最初的CWA没有解决非点源污染———一种主

要来源于雨水和农田径流。因为非点源污染能在自然界中化解,所以很难控

制这些污染。虽然清洁水法案已经建立了许多规范,比如提出限制农田、森
林、城市径流污染的政策,随后的法案主要承担规范每个州的非点源污染。

其他污染规定

其他污染的规定集中在规范有害废物和化学物质上。1976年发布的资

源保护和回收法(ResourceConservationandRecoveryAct,RCRA)主要规

范有害废物的处理。在资源保护和回收法的规范下,环境保护局把几百种化

学物质定位为有害废物,定位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有毒性,而且包括其他原因,
如腐蚀性和可燃性。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要求对有害物质进行全程跟踪,包括

危险品的运输等。法案也为工厂设定了对待、安放和处理有害物质的安全标

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有效地降低了有害废物的产生,有害废物从20世纪

70年代的年均3亿吨降低到2009年的年均0.35亿吨14。

1976年通过的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SubstancesControlAct,TSCA)
包含了美国对其他化学物质的规定。这个法案授予环境保护局检查新的化学

物质的安全性并严格规定现存化学物质的使用。不像其他主流的污染法案,
有毒物质控制法明确要求环境保护局在评估化学物质时考虑经济成本。对于

现存的化学物质(1980年以前已经开始使用的),环境保护局的举证责任在于








清洁水法案(CWA):1972年通过的美国主要的联邦水污染法律。
点源污染:那些能够识别来源的污染,比如来源于烟囱或者水管。
非点源污染:那些很难识别或者认定发源于特定源头的污染,比如由广泛使用的农药造成的地表水

污染。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CRA):美国规定有害物质处理的主要的联邦法律。
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美国规定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和销售的主要的联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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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一种化学物质具有“不合理风险”。这项法案本质上使得62000种化学

物质不受限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说明对健康或者环境有影响。
自从法案执行以来,环境保护局已经检测了200种现存的化学物质,但是只对

其中的5种进行了规范15。
有毒物质控制法在规范新的化学物质方面更加严格。当生产出一种新的

化学物质后,必须通知环境保护局,给其时间来检测这种化学物质潜在的风

险。然而,即使是环境保护局要求制造商进行检验,他们通常也并不执行。在

有毒物质控制法的规定下,有接近50000种新的化学物质被提交到环境保护

局,但是却只有少于10%的化学物质进入了规定的程序中,比如进行附加检

验或者对其进行约束等16。
相比较于美国,欧盟制定了一个更加有力的化学物质政策,这个政策具体

体现了 预 防 原 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见 第 7 章)。此 政 策 名 为

REACH(登记、评估、授权、规范),要求制造商们提出证据来证明其化学物质

的安全性(详见专栏16.5)

专栏16.5 
欧盟有关化学物质的政策REACH在2007年开始实施,并且以11年

为周期逐步推行。按照欧盟REACH的网站,其中的一个是“发展并且采

用REACH规定的原因是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被生产出来并投入

欧盟市场,有时候这些物质的含量都非常高,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些化学物

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的信息。欧盟需要填补这个信息空白以确

保企业能够评估这些物质的危害和风险,并且确定应用风险管理手段来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不像TSCA,REACH对现存的和新的化学物质都执行相同的标准。

二者的另一个不同是:进行举证以确保其安全性的责任在于生产企业,而
不是监管机构。如果制造企业不能证明这种化学物质的安全性,那么欧

盟就会限制或者禁止这种化学物质的应用。

同一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制造企业会联合起来共同降低测试成本。除

了要求所有新的化学物质的检测,REACH还要求制造企业提供现存化学

物质的检测结果。起初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检测那些产量高的(每年超

过1000公吨)或者一直备受担忧的化学物质。截至2018年,每年生产超

过1公吨产量的化学物质也需要符合REACH 的规定,包括登记这些化

学物质、评估其安全性并且批准生产。REACH的规定适用于本土生产的

和进口到欧盟的所有化学物质。

 预防原则:政策应该考虑不确定性并通过采取措施来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的发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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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11年间,欧盟估计,执行REACH的规定需要花费28亿~52亿

欧元的成本(36亿~67亿美元)。如果这项规定能够降低10%的与化学

物质相关的疾病的发生,那么30年间能够取得大约500亿欧元(650亿美

元)的收益,其收益成本比率是10∶1。一个有关REACH政策的独立经

济研究总结如下:

基本上,REACH能够帮助建立可持续的企业并且为欧盟构造健康的

环境,这是一种长期的收益。在未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会采取相似的

标准,欧盟国家的企业首先开始进行更清洁和更安全的生产以及化学物

质使用,这将为其提供竞争优势(AckermanandMassey,2014,p.12)。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2006;AckermanandMassey,2004。

总结

在制定环境政策时,经济有效的原则是使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污染的边

际损失。这个原则暗示了控制污染水平和实现的政策。虽然边际成本等于边

际收益的原则在理论上很简单,但是其包含对目标和政策的判断,在真实世界

的应用相当复杂。
四种基本的方式都能规范污染水平。最常使用的两种方法是设定污染标

准和要求采用特定的技术。虽然这两种政策都有优势,但是经济学家们却更

偏好基于市场的手段,如排污税和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设定排污税后,税收水

平会反映出污染造成的损失。排污税允许私人企业决定减排多少污染,企业

首先会选择最低成本的污染水平。然而,选择污染水平要对损失的成本进行

确切的估计,这很难以货币形式决定。
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允许对总的减排成本设定一个目标,随着企业之间交

易许可证,市场机制最终决定许可证的价格。理论上,这种政策能很好地结合

减排水平和经济有效性这两个优点。但是这种政策只适合于特定环境下的特

定污染控制,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基于市场的政策很难控制那些非线性和临界值影响的污染物,也很难控

制那些对当地而不是整个区域有影响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能需要特定的

排放标准,特别是会对人类健康和生态产生严重危害的污染物。选择污染控

制政策时还应该考虑成本和损害的模式、选择改良的污染控制技术等。在控

制污染时,政府应该选择成本或损失最小化而且又能促进技术提高的政策。
在一些例子中,污染政策确实能够带来减排成果,但是在其他一些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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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达不到这种效果。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显著

降低了,并且在降低有毒污染物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水污染政策减少了点源

污染,然而在解决非点源污染方面进程缓慢。对于潜在的有毒化学物质,美国

主要的举证责任在于监管机构,他们需要决定一种化学物质是否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欧盟最近的化学物质政策要求制造企业提出证据证明化学物质的

安全性。

问题讨论

1.一种可选择的污染控制水平是如何操作的? 在实践中建立这样一种水

平可能吗? 仅仅基于经济研究能够达到此目标吗? 或者说,有没有考虑其他

因素?

2.假设你的国家有河流和湖泊污染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来源于居民区也

来源于企业。要求你提出一个合适的污染控制政策。哪一种政策是合适的?

究竟是采用设定标准、基于技术的政策,还是排污税、可交易许可证或者其他

政策? 什么因素(如不同种类的污染物)将影响你的决定?

3.对于像氯氟烃这种累积污染物来说,为什么固定排放量不是一种合适

的政策? 什么样的政策是更合适的? 为什么在应用这些政策时非常困难?

4.关于污染控制政策,你最近在新闻上看到了什么报道? 根据你在本章

学到的知识,对于这些实例你会提出什么政策建议?

练习题

目前,两家发电厂每年分别排放8000吨污染物(总共16000吨)。工厂

1的减排成本曲线由 MCR1=0.02Q 决定,工厂2由 MCR2=0.03Q 决定。Q
代表减少的污染物的吨数。分析以下政策对每个企业减排的成本、政府收入

和总的减排量的影响:
(1)规定每个企业都降低5000吨的污染。
(2)每排放1吨污染征收120美元污染税。
(3)发放6000吨排污量的可交易排污许可证,每个企业都拿到3000吨。

采用图16.5的形式来展示10000吨的总减排量。然后指出哪一家企业会卖

掉许可证(并且计算出卖掉多少),哪一家企业会购买许可证。

这些政策中的某一个会优于其他的政策,这会有不同的结论吗? 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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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在决定污染控制政策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注释

1.CWAsection301(b),33U.S.C.§1311(b).
2.Tietenberg(2011)referstothisasthe“secondequimarginalprinci-

ple.”

3.Foranin-depthaccountofthebackgroundandimplementationofthe
1990CleanAirAct,seeGoodstein,2005,chaps.14and17.

4.Sanchez(1998)discusseshowtheCleanAirActpromotedtechnologi-
calprogressinemissionsreduction;Joskowetal.(1998)andStavins(1998)

examinetheoperationofthemarketforemissionsrights.Burtrawetal.
(1998)findsthatCleanAirActAmendmentsbenefitsconsiderablyoutweigh
costs,andJorgensonand Wilcoxen (1998)evaluatetheactsoverall
economicimpact.

5.Fordetailsanddataonozonedepletionandozoneholes,seewww.
theozonehole.com/polarozone.htm.

6.NumberofgasstationsfromtheU.S.CensusBureau.
7.NumberofrefineriesfromtheEnergyInformationAgency(EIA).
8.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11.
9.Basedonparticulatematter(PM10)concentrations;datafromthe

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http://data.world-
bank.org.

10.InformationforthissectionisbasedonGoodstein(2005)andU.S.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07).

11.http://epa.gov/airtrends/images/comparison70.jpg.
12.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02a.
13.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10a.
14.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02b,2010b.
15.NRDC,2010.
16.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dataasofSeptember2010,

www.epa.gov/oppt/newchems/pubs/accomplishm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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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uropeanUnionsWebsiteforREACH,includingFactSheets,back-

grounddocuments,andupdatesontheprocessofimplementingREACH.



第16章 污染:分析和政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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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绿色经济”是可能的吗?
● 哪些经济理论研究了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 保护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吗?
● 哪种政策能够促进绿色经济的过渡?

17.1 绿色经济概述

经济和环保通常被认为是两种矛盾的目标。最近几年,政治争论中总会

出现一种声音:环保规定会导致难以接受的损失。因此,一方面是提高环境质

量,另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强劲发展,政治家们需要对此做出选择。(最近的一

个关于此争论的例子见专栏17.1。)

然而,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吗? 我们不能既拥有健康环境又拥有许多工

作机会吗? 在这一章,我们探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将

会参考有关的研究,以此决定是否能够权衡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环境保

护会带来一些成本损失,包括某些行业中的失业损失,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其

获得的收益是否能超过成本。在某些行业中环保的规定也会创造就业机会,

例如,对燃煤电厂的环保限制就创造了风力发电生产。因此,一些环境保护规

定有可能会带来净就业增长。

最近一些政策建议,为现在的环境和能源设计一个良好的应对措施实际

上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相比较于追求经济增长的企业和国家,那些投资

于环保的企业和国家将会获得竞争优势。另外,自然资本的减少会降低经济

生产力,经济生产力的降低在传统意义上也就是GDP的减少,更广泛的意义

上则采用我们在第8章所讨论的指标。因此,要想确保未来经济增长,维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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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本是必不可少的。

专栏17.1 违背环境的KeystoneXL石油管道工作

大草原各州的听证会允许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议案,作为北美最长

的石油管道,关于是否要延长关键的XL管道,各方发生了冲突。

在8月末,国务院发布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示TransCanada公司建立的

管道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极小。工会组织和商业利益集团说这个管道会降

低国家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并且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环境保护者、当地的

农民和一些州政府领导者质疑这个公司的安全记录。

KeystoneXL的反对者说政府在规范石油公司时太过于宽松。从去

年到现在有两个例子一直在听证会上出现: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另一个

较小的密歇根漏油事件,这个事件污染了35英里Kalamazoo河。

他们说,有特定风险的是Ogallala蓄水层。这个地下水蓄水层是美国

最大的农业灌溉水源,为8个州提供水。因为65%的蓄水层位于内布拉

斯加州,所以冲突也主要集中在那里。

内布拉斯加州州长DaveHeineman(R)反对建设这个管道,他认为如

果管道获得批准,国务院应该要求TransCanada公司重新设置管道的路

线,将管道远离蓄水层。RonKaminski,一个在 Omaha的地方劳工商业

管理者告诉相关媒体,他的组织“深信管道将制造就业机会”。千里迢迢

来参加会议的工会代表和工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放弃能够

创造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对一个陷入困境的经济体。TransCanada公司说

它们的管道能够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增加200亿美元

收入。

反对者对管道将携带的粗混合物感到忧虑。含油砂比原油更具有腐

蚀性,这不仅仅更容易损害管道,而且会使减轻漏油事件的危害更困难。

TransCanada公司的主管驳回了这些言论,他说KeystoneXL管道在建设

中将会更厚,从而更加耐用,并且将使用传感器来监督以确保安全。

资料来源:Guarino,2011。

更加宏伟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的“绿色经济”①(greeneconomy),这个经

济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绿色经济定义

如下:

……一种能够提高人类福利和社会公平,同时能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短缺

的经济。其最简单的表述为:绿色经济可以被认为是低碳排放的、资源有效的和兼容

① 绿色经济:一种降低环境危害的同时能够提高人类生活条件和社会公平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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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蓄的。
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是由公众和私人投资带来的,这种投资能够降

低碳排放量、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和资源有效性,防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的破坏。
有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规定改变应该促进并支持这些投资。这种发展战

略应该保持、提高甚至是有必要重建自然资本,将其作为一种关键的经济资产和社会

收益的来源,特别是对那些生活条件和生活保障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穷人来说。

我们应该明白绿色经济的概念并不代表拒绝经济增长,而是应该促进可

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其明确拒绝了标准工作和环境选择:

或许流传最广的一个虚假信息是在环境可持续和经济进步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大量证据表明经济“绿色”既不会阻碍创造财富也不会减少工作机会,相反,许多绿色

经济能为财富和工作提供投资及相关的增长。

除了环境可持续性,绿色经济应该促进社会公平。因此,绿色经济的拥护

者反对可持续发展必须限制世界上贫穷地区的经济。
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如何过渡到绿色经济的特定政策,其中一些政策是之

前章节讨论过的,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内化其外部性等。我们也会进行实

证分析,比较绿色经济下和正常情况下的经济与环境表现。不过,首先我们应

该讨论经济和环境两者关系的经济理论。

17.2 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研究经济和环境的关系,观察环境保护如何影响经

济运行,或者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本节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考虑。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s)

首先,我们考虑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特别是随着一个国家越来

越富裕,这将如何影响其环境质量? 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一方面,
富裕的国家有可能会使用更多资源,从而需要更多能源,并且产生更多的废物

和污染。另一方面,富裕的国家能够投资到可再生能源中,安装最先进的污染

控制设备,并且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能够普遍接受环境质量是一种正常商品②(normal

good)———如果人们的收入增加,就会购买更多的这种商品。有争议的是,环

② 正常商品:随着收入增加总消费趋于增加的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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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是否也是一种奢侈品③(luxurygood)———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更

多地消费此产品。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收入超过一定的水平,环境质量就成为

一种奢侈品,在此水平以下则是一种正常商品。

一个吸引人的假设是经济增长会为国家提供降低环境影响的资源。一篇

1992年的论文写到:

有证据显示,虽然经济增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会导致环境扭曲,但是最后要

想获到良好的环境,唯一的方式是大多数国家都达到富裕水平4。

最初,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富裕,环境影响会逐渐增加,但是随着收入的

进一步增加,最终环境的影响会降低———这种观点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④(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假设a。这个假设认为收入和环境

影响的关系是一种倒U形曲线,如图17.1所示,图中数据是SO2 排放量的实

际数据。直到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之前,SO2 的人均排放量随着收入的

增加而增加。但是超过这个收入水平以后,SO2 的人均排放量稳步下降。这

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因为“转折点”出现在一个相对中等的收入水平。因

此,适度的经济增长会带来SO2 排放量的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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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NP=国民生产总值;kg=千克;SO2=二氧化硫。

  资料来源:Panayotou,1993年。

图17.1 SO2 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似乎能很好地运用到SO2 排放上,但是进一步

的研究发现,此假设在其他环境影响问题上并不适用。或许最重要的是,库
兹涅茨曲线假设并没有很好地符合二氧化碳(主要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数

③
④

a 20世纪5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关系与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相似,因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就以库兹涅茨的名字来命名。

奢侈品:随着收入增加人们会加大比例消费的一种商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国家的环境影响会逐渐增加,但最终超过

一定水平的收入后,环境影响会逐渐下降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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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正如图17.2所示。图表显示通过实际数据来迎合倒 U趋势线b。趋势

线表明没有出现转折点———人均CO2 的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

续增加。另一个更加复杂的统计分析检测了CO2 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其
结论表明,尽管有这些新的(统计)手段,我们也不能证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5。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不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

手段。

对于其他的空气污染物,库兹涅茨曲线也进行了检测。对于如SO2、悬浮

微粒、氮氧化物等一些空气污染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其

他空气污染物来说,此假设并没有更广泛的应用。2003年对此证据的分析结

果显示如图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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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
velopment-indicators。

  注:CO2=二氧化碳;GDP=国民生产总值;PPP=购买力平价。

图17.2 GDP和二氧化碳排放(2008年数据)

这篇文章的证据表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有依据进行分析是不全面

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哪一个国家会遵循倒 U曲线。或许

在一些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曲线的关系,但是也需

要用更严格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来检测这种关系。EKC成为一种排放

量或者浓度的完整模型似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适用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对经济增长能

b 趋势线是二次多项式,可以表明 U形状或者倒 U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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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环境质量这个结论保持谨慎的态度。

随着收入增加,环境改善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依赖于政策和制度的建

立。通过促进环境质量提高的需求和供应可用资源,GDP的增长创造了环境

质量提高的环境。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否具体或者不具体以及什么时候发生和

怎么发生,关键取决于政府政策、社会制度和市场的完全性及其结构。

波特假设(PorterHypothesis)和环保规则的成本

另一个研究经济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假设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考虑的。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为了保持其竞争性,会最小化其成本。因此,任
何环保的规定都让企业负担额外的成本并降低其利润。这不意味着环保规

定的收益不能超过这些成本,但是意味着企业的情况会因为这些环保规定

而恶化。

这个概念受到1995年的一篇论文的挑战,这篇论文主要说明无论是企业

还是一个国家,竞争力都主要来源于持续创新的能力8。精心设计的环保规定

刺激了创新,并且实际上能够降低成本,提供竞争优势。

简而言之,相比较别的国家所面临的环保规定,本国的企业能够从更加严

厉(或者更早实施)的精心设计的环保规定中受益。通过刺激创新,严格的环

保规定实际上能够提高竞争力。

波特假设⑤(Porterhypothesis)认为环保规定能够使企业的成本更低。

就像环境库滋涅茨曲线假设一样,波特假设也是有争议的。原因是它否定了

企业最小化成本这个经济假设。如果可以获得节省成本的创新,标准的经济

理论认为企业即使没有激励也会追求节省成本。但是波特假设认为企业不会

集中于降低环境危害,所以也就忽略了降低成本的创新。政策规定让企业更

加注意新技术并且投资于研究的新领域。

波特假设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环保规定。显然,即使应用了技术创新,一些

规定也为企业带来了净成本。通过比较不同的企业和国家,我们对波特假设

进行实证分析10。例如,在印度,通过分析发现了水污染企业支持波特假设的

证据。那些污染程度较低的企业在经济上也是表现最好的。

另一个分析验证了在国际交易中拥有更严厉环保规定的企业是否有着更

大的竞争优势。总的来说,在国家层面上这个结果并不支持波特假设。2011
年的一项研究以7个发达国家中的超过4000个工厂的数据为基础,发现环

保规定不会促进创新,但是环保规定的影响仍然为负。(也就是说,这些规定

为企业带来了净成本。)

⑤ 波特假设:环保政策刺激企业确定节约成本的创新;反之,环保政策将不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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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波特假设在某些环境中适用,但是至少在降低依从成本方面,这些环

保规定的潜在价值被低估了。由于企业预期的依从成本⑥(compliancecosts)

和负的经济影响,企业通常会反对政府提议的环保规定。1997年的一项研究

分析环保规定实施以前依存成本和环保规定实施之后实际的依存成本大小。

该研究分析了12个实例,包括SO2、CFCS、石棉和采矿。所有的实例都发现

原始的估计值比实际的依存成本要高,原始的估计值至少高了29%。在大部

分实例中,实际的依从成本比原始的估计值少了一半。报告结论如下:

报告表明在源头上减排的环保规定比预期要花费更少成本。但是并没有

表明企业基于战略原因在多大程度上高估了预期的成本,或者企业为何不能

预期其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改变。然而,报告很清楚地表明投入替代品、创新

和资本的灵活性能够使实际成本低于早期的预测。

这并不意味着依从成本不是关键。代表美国制造者的一个组织发起的

2012年的报告发现,联邦规定的累积影响是使GDP降低2400亿美元,达到

年度6300亿美元,并且使劳动力补偿降低1.4%,达到5%。报告也表明联邦

监管负担的最大份额来源于环保规定。然而,报告没有考虑这些规定的好

处———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人们可能会质疑这

个分析的客观性。例如,许多规定的成本分析是从对制造公司的调查中得到

的,这些公司能够从高估成本中获得战略性收益。

去耦

我们已经强调了环境保护和经济之间联系的方式,但是考虑二者分离的

方式也是有价值的。经济增长能够通过许多方式与环境影响的增加相联系。

图17.3a展示了1961~1978年全球经济增长(通过GDP来衡量)与相似的全

球CO2 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期间,经济活动通过因数2.2
来增加,而CO2 的排放量通过因数2.0来增加。

1978年以后,我们能从图17.3b中看到,虽然全球经济活动和CO2 的排

放量都增加了,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图17.3a中那样紧密相关。20世

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变量某种程度上“去耦”。经济活动通过因数2.3来增

加,而CO2 的排放量通过因数1.6来增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去耦”⑦(decoupling)的概念定义为打破了“环境

危害”和“经济产品”之间的关系15。我们能够区分相对去耦和绝对去耦⑧(rel-

⑥
⑦
⑧

依从成本:满足环保政策的企业和工业的成本。
去耦:打破增长的经济活动和相似的环境影响的增加之间的联系。
相对去耦和绝对去耦:打破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增加的环境危害之间的联系;在绝对去耦中,经济活

动的增加与环境危害的降低之间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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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veandabsolute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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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CO2=二氧化碳;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

图17.3a 全球实际GDP和CO2 排放(1961~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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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
velopment-indicators.

图17.3b 全球实际GDP和CO2 排放(1979~2008年)

相对去耦是指环境危害的增长率是正的,但是低于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70

年代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对去耦。

绝对去耦是指环境危害的程度要么是稳定的,要么是降低的,同时,经济不断增

长。因此,绝对去耦打破了经济增长和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

图17.4展示了绝对去耦的一个例子。在1970到2008年间,英国的GDP
通过因数2.6得到了增长。但是在这个期间,总的CO2 排放量减少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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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依然保持稳定

或者减少。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源从煤炭转移到天然气导致的,

这种转移是因为英国北部海域发现了相对便宜的天然气资源。CO2 的数据

并没有解释“出口的排放量⑨(exportedemissions/pollution)”———为了生产

出口产品而排放到其他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出现“去耦”现象仅仅是因为制

造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1970 1974 1978 1982 1986 1990 1994 1998 20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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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CO2=二氧化碳;GDP=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
velopment-indicators,exampletakenfromSmithetal.,2010.

图17.4 绝对去耦:英国实际GDP和CO2 排放量(1970~2008年)

联合国2011年的一个报告通过分析化石燃料、矿物和木材等资源研究了

全球去耦的程度16。结果表明,最近几十年特定数量的相对“去耦”是自发产

生的,而不是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这反映出技术进步增加了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但是,一些资源的提取率超过了全球 GDP增长率。例如,1990~2007
年,对于铁矿石、铜和锌开采的速率高于全球GDP增长的速率。

联合国报告发现达到绝对去耦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假如一切照旧,到

2050年全球资源使用计划增加到现在的3倍。绝对去耦把全球资源的使用

保持在固定不变或者是低于现在的水平,这个设定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都有深刻的含义。在发达国家,资源使用需要3~5个因数来降低,从而使发

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提高其生活水平。即使这样,为了让贫穷的

国家能增加资源使用,技术更先进的国家需要降低10%~20%的资源使用。

因此,全球水平下的绝对去耦如下:

⑨ 出口的排放量/污染:通过进口那些能够产生大量污染的产品,把污染的影响转移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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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能够使先进的技术和系统改变,那么绝

对去耦就是可能的。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一种严格的约束

条件……在设定减少贫困或者为中产阶级提供生活舒适度等发展目标时,大
多数政治家都会认为这种约束条件太严格了。

更可行的方式是适度收缩和收敛(contractionandconvergence)的情

境。在这种情境中,发达国家减少资源的使用(也就是绝对去耦),同时允许发

展中国家增加其资源使用,从而足以减少全球不平等。按照联合国的报告,在
这种情境中,截至2050年,全球资源的使用量依然会增加40%———发达国家

资源使用降低了两倍,而发展中国家资源使用大约增加了3倍。即使这种情

境“为了达到资源去耦,要求可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大量的创新投资”。
去耦反映了没有物理产出量增加的陪伴,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然而,为

了避免接下来几十年资源使用和污染的急剧增加,需要提高当前的去耦速率。

在设定创新政策以鼓励去耦方面,有些国家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见专栏17.2
中日本在去耦方面的努力)。但是在全球规模上,主要的去耦需要一定程度的

国际合作,这种合作现在无法实现。特别是为了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发达

国家必须愿意显著降低其资源使用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可获得的资

源,从而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专栏17.2 日本的去耦

日本独特的文化规范和地缘政治的限制都激励其进行创造性的和有

效的去耦。日本人口密度很大,自然资源主要依靠进口,这些都推动其摆

脱经济增长对生态破坏的影响。另外,日本的文化长期以来都遵循节约,

其主要的含义是如果某资源没有发挥其全部的潜在价值,那么会是一件

很令人羞愧的事情。

在20世纪80年代,公众对污染的关注从焚烧、垃圾填埋场的饱和不

浪费的精神转移到许多固体废物的改革上。例如,使用先进的设备来代

替老的焚烧设备,这些先进的设备能够消除废物焚烧时排出的二氧英。

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日本不断创新,在技术和政治上都成功地消除了经

济增长过程中的污染。

或许,日本最成功的现代去耦倡议就是“领跑者计划”(TRP)。TRP
研究了市场在一个类别中生产的最有效的产品,并且制定了新的最低能

效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必须用4~8年的时间执行这个标准。正如第16章

中讨论的,通常的标准几乎不能刺激创新的产生。但是,TRP计划激励企

业成为行业中最有效率的领导者,从而让其他企业去追赶。

 收缩和收敛:全体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活动应该同时减少,从而能够降低经济不平等的概念。



◆428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TRP计划最终证明非常有效。在11个产品中,有10个产品创造的

效率都超过了预期水平。例如,柴油货车预期提高6.5%的效率水平,但
是最终提高了21.7%。就像波特假设一样,TRP计划证明:当激励是精心

设计时,创新有着巨大潜力。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c。

17.3 工业生态学

经济增长趋向于依赖原材料提取的增加和污染产生的增加。制造过程需

要最小化生产成本,并没有考虑与其相联系的生态成本。向绿色经济的过渡

要求重新评估制造过程,从而在制定生产决定时也考虑到生态因素。

如图17.5中所示,传统的制造过程是一种“直线型”的过程,原材料直接

转换成最终产品,产生的废气(包括余热)直接排放到空气、土地和水中。随着

这些最终产品的磨损,最后变成废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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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传统的直线制造过程

相比较于经济系统,自然系统通常遵循一种循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废
弃物能够循环和再利用。健康的自然系统不会有累积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像

水和氮气等无机元素通过环境进行循环。腐烂的有机材料能够形成肥沃土壤

的基础,新的植物就在这个土壤中生长起来,新的植物能够支持新的动物的成

长。在循环中,废弃物不是一个需要解决或者处理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新阶

段的投入品。

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ecology)的出现是为了在自然界封闭的循环系

统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制造业的系统模型。工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如图17.6所

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废物潜在地成为次级生产的投入品。为了降低原材料

 工业生态学:应用生态原则管理工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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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需要最大化再循环率。像余热这种废弃物,也可以被用于生产,比如

把水加热或者为生活/生产环境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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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6 工业生态学的循环生产过程

如图17.7所示,最近几年,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再循环率都稳步升高。在

美国城市垃圾谱上,大约有1/3都能够再循环。另外的13%被焚化掉以产生

热量或者发电。最近几年,被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数量实际上减少了,从

1990年的145百万吨降低到2010年的135百万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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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局,2011。

图17.7 美国的再循环率(1960~2010年)

循环的盈利能力主要取决于循环产品的需求和相关循环以及原始材料的

成本。最近几十年,废纸回收率显著提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使用循环

的材料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更多的纸。2007年,一项关于新西兰循环经济的研

究表明,在为社会提供净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总体的再循环率从38%提高到

了80%22。这项研究发现,在纸张、用过的油、金属、玻璃、混凝土方面,再循环

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塑料回收经济是混合的———总的来说,在回收PET(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循环码#1)和 HDPE(高密度聚乙烯,循环码#2)方面

是有经济意义的,回收PVC(聚氯乙烯,循环码#3)和LDPE(低密度聚乙烯,

循环码#4)是没有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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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再回收率,工业生态学也促进了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
tion)———使用更少的物质达到相同的经济目标。例如,相比较于20世纪70
年代,现在的铝制饮料罐使用的金属少了30%,并且这些铝制饮料罐代替了

几十年以前使用的重金属制成的饮料罐。使用更少的原材料达到相同的功能

(提供饮料的消费)对供给者、环境都有利,这减少了资源使用和转移成本,即
使这些饮料罐不能被再利用,这种措施也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

工业生态学的另一个原则是材料替代(materialssubstitution)———用更

加环保的良性替代品来替代那些稀有的、有害的或者会产生高度污染的材料。

例如,许多铜的使用就被塑料、光纤和铝一类的轻金属所替代。政府规定促进

了一部分金属涂料被有机涂料替代,降低了铅中毒的危害,并且减少了铅和其

他重金属在废水中的浓度。

17.4 保护环境会危害经济吗?

使经济“绿色”的努力的证据是什么? 在保护环境、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

方面存在一个权衡取舍吗? 特别是在美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

种权衡:

美国的环境规定一直被指责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经济后果。环境保护的规定会

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观点非常牢固,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规定都没能实现,而

这些规定能够显著地提高环境质量。

美国环境保护局1999年的一个报告认为有四种方式来评估环境保护对

经济的影响:

1.环境保护太昂贵吗?

2.保护环境会导致失业吗?

3.环境保护会减缓经济增长吗?

4.环境保护会损害国际竞争力吗?

现在让我们用经验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环境保护太昂贵吗?

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步需要估计环境保护的花费情况。关于美国环境保护

花费的研究中,一个最全面的评估结果是1990年环境保护局公布的报告,这




去物质化:通过减少对物理材料的使用(如使用更少的金属制造铝罐)来实现经济目标的过程。
材料替代:为了生产产品,改变使用的材料,比如在管道工程中用塑料管替代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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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报告计算出1990年总的污染控制花费占GDP的2.1%(大约1000亿美

元),在2000年增加到占GDP的2.6%~2.8%25。这些花费包括遵循环境保

护规定的花费、监管缺失情况下发生的花费,也包括基本的水处理和垃圾收集

及处理花费。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期

污染控制花费的估计是占GDP的1.6%26。更多的近期研究不够全面,与这

些结果没有可比性。例如,对美国2005年污染治理的投资和操作成本的估计

仅仅是270亿美元,占GDP的0.2%左右27。

总的来说,美国花费2%~3%的GDP用于保护环境。这些是太多了吗?

其中一种回答是比较环境保护的花费与其他种类花费之间的差距。1990年

环境保护局报告“国家环境污染控制花费少于衣服和鞋子花费的一半,是国防

支出的1/3,是医疗保健花费的1/3,是住房花费的1/5,是食品支出的1/6”。

因此,环境保护的支出属于其他必需品花销的范围之内。

另一种评估美国环境保护支出的方法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表17.1
展示了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比较。根据占GDP的

比例,美国的污染控制比加拿大和英国都高,但是低于奥地利和荷兰。

表17.1 污染控制花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

国家 占GDP的百分比

奥地利 2.4

荷兰 2.0

法国 1.6

德国 1.6

美国 1.6

加拿大 1.1

英国 0.7

  资料来源:OECD,2003。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分析环境保护花费是否合理最合适的方式是这

些花费与社会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采用第6章讨论过的技术,理论上能够

估计环保花费的市场和非市场收益。然而,在估计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全部的

环境保护规定所带来的收益时,并没有一种广泛的估计方式。反而是在估计

许多单独的联邦规定时,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得到很好的应用。美国的许多行

政命令都是开始于里根时代,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得到重申,根据这些命令,联
邦机构提出的规定尽可能地量化这些方案的成本和收益。c 这一要求适用于

c 一个主要的规定通常被定义为年度经济影响达到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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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环保法规和那些与环境有关的法规。

美国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每年都会公布报告,这个报告总结当年主要法

规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的结果,并且会公布过去10年所有规定的总计影响。表

17.2展示了2000~2010年美国主要联邦机构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的结果29。

在这10年间,美国环境保护局比其他的联邦机构颁布了更多(33项)的
规定,占主要联邦规定的31%。据估计,这33项规定的年度花费大约是240
亿~290亿美元。然而,估计出来的年度收益是820亿~5500亿美元,其收

益成本比率至少是2.8∶1,最多能达到23∶1。

表17.2 主要联邦法规的成本和收益 (2000~2010年)

机构 法规数量 年度收益(10亿美元) 年度成本(10亿美元)

农业部 6 0.9~1.3 1.0~1.34

能源部 10 8.0~10.9 4.5~5.1

健康与人类服务 18 18.0~40.5 3.7~5.2

国土安全部 1 <0.1 <0.1

房产和城市部

发展部 1 2.3 0.9

司法部 4 1.8~4.0 0.8~1.0

劳工部 6 0.4~1.5 0.4~0.5

交通部 26 14.6~25.5 7.5~14.3

环境保护署 33 81.7~550.4 23.8~29.0

DOT和EPA 1 9.5~14.7 1.7~4.7

总计 106 136.2~651.2 44.2~62.2

  资料来源:U.S.OMB,2011。

虽然美国环境保护局颁布的规定所需要的花费是全部联邦规定花费的一

半,但是其创造的收益是全部规定收益的60%~80%。因此,环境保护局的

规定比其他的联邦规定有更高的收益成本比率。这些结果表明:虽然环境花

费很大,环境保护局比其他联邦机构颁布了更多的规定,但是环境规定为社会

提供了重要的净收益。

保护环境会导致失业吗?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谣传环境和就业之间必须有权衡取舍是环境保护规

定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一些研究探索了就业和环境保护规定之间的关系。

虽然环境花费的增加会导致一些特定岗位的缺失,但是它也创造了其他的就

业机会。例如,2002年的一篇论文研究了美国四个产业的数据:纸浆和纸张

生产业,塑料业,炼油业,钢铁业。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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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环境花费总的来说不会显著影响就业的改变。通过对四个产业的分析,

平均的结果是每花费100万美元的环境支出就会增加1.5个工作岗位。

2008年,一项更广泛的国家研究也消除了环保会导致失业这个概念31。
采用一个美国经济模型,此研究估计环境花费和规定如何影响不同产业的就

业情况。这项研究主要的发现如下:

不同于传统的观点,环境保护(EP)、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互补与兼容的:环保

投资能够创造就业也能减少就业,但是对就业的净影响是正的32。

研究发现,有严格环保法规的州也有最好的工作机会。作者认为颁布州

内政策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创造就业的建议内容。
英国2007年的一项研究也分析了环境规定对就业方面的影响。结果发

现,环保规定对就业的影响是略微负面的,虽然这个影响不是显著的。研究人

员认为他们的发现“不能证明就业与环境之间存在权衡取舍”。
虽然在一些煤炭开采和炼油等特定的行业中,环境保护规定会明显带来

失业,但是环保规定也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根据估计结果,美国的环境保护

创造了大约500万个就业机会34。就像其他行业中的花费一样,环保花费也

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
我们发现,经典的环保工作仅仅占据环保规定工作机会中的一小部分。

与环保规定相关的工作职位包括会计、工程师、计算机分析师、职员、工厂工

人、卡车司机和机械师等标准的工作。事实上,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人没有意

识到他们是通过保护环境来养活自己。

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清洁能源经济”增长迅速,这比经济本身创造了

更多的工作机会36。1997~2003年,全国就业增长率是3.7%,在同一时期,清
洁能源方面的工作增加了9.1%。报告也展示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流入清

洁能源领域。

环境保护会减缓经济增长吗?

基于研究环保规定会降低GDP增长率的结果,另一个对环境保护的批评

是因为减缓了经济增长。例如,通过全面分析,相比较于没有颁布美国清洁空

气法案,估计1990年的GNP降低了1%。从1973~1990年,这个法案造成

的宏观损失大约是1万亿美元。对欧洲环境保护规定的经济影响的分析发

现,总的经济损失大约是GDP的0.2%。

环境保护规定的总计宏观影响的模型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
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这些模型使经济学家能够分析一个部门的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贯穿一个完整的经济,目的在于预测政策改变效果的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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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如何对其他部门的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该模型包括了模型长期影响的

反馈,特别是资本投资如何对不同部门供给变化做出反应。然而,必须谨慎地

解释CGE模型的结果。

CGE模型必须预测遵守环境保护规定会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减缓。毕竟,这个模

型中的污染控制成本必须产生同等价值所需的花费。结果隐含在如何构建模型中。

这个发现并不是人们和政策决策者想要知道的关于真实规则的完整解释,污染控制

部门是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并且帮助保护环境,这是一种价值“产出”。

CGE模型没有估计规定的收益,特别是那些不在市场上运行的规定。例

如,关于清洁空气法案的CGE费用没有提到法案获得的收益,只有在额外的

经济分析中才会包括这种收益。如果估计了清洁空气法案的收益,我们就会

发现1973~1990年的收益大约是22万亿美元,收益成本比率是22∶139。这

个模型也不能计算正的反馈机制,比如更好的空气质量给人们带来的健康会

提高劳动生产率。

尽管传统观点认为环保规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轻微的负面影响,但是我

们需要更加全面地分析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

GDP从来都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多少,经济学家已经发展了替代GDP的国

民经济核算方法。这些替代的方法能够为完全分析环保规定对社会福利的影

响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我们既需要分析环保规定的收益,也需要分析其成

本。回顾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环保规定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净收益。

环境保护会损害国际竞争力吗?

最终,我们需要考虑那些没有严格环保规定的国家,考虑是否会导致这些

国家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处于劣势。假设环保规定会带来更高的生产成本,那
些必须执行严格环保规定的企业似乎会处于劣势。

不同的研究都在分析这个问题,普遍探究环保规定如何影响经济中不同

部门的出口质量。1995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不同的结果,最后总结道:“环境

保护规定对竞争力产生负影响的证据较少。”40最近的一些分析发现,环保规

定能对特定的部门产生负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依赖化石燃料的部门,但也会对

其他部门产生积极影响。例如,2010年的一个报告发现,环保规定会对木材、

纸张、纺织品的出口产生正的影响,但是对大部分部门产生负的影响41。

美国2011年关于制造业的一项研究发现,高度污染的制造厂通常整体生

产力较低。研究估计,不能很好地遵守清洁空气法案的规则大约会使生产力

降低5%。422012年的一项关于欧洲环保规定的研究发现某些环保规定会对

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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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总的影响没有害处,然而,特定的能源税政策和创

新努力都会影响出口流动的弹性,像波特假设的机制那样运行。这些结果表明公共

政策和私人创新模式都会通过互补机制激发生产过程中更高的效率。因此,可把环

境保护活动作为一种生产的成本纳入净收益中去43。

我们可以归纳出什么结论?

证据表明,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会损害经济的概念是错误的。虽然环保规

定会损害特定的产业,降低国际竞争力,但是环保规定的收益一直超过成本。

进一步地说,精心设计的环保规定能够正面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并且促进

就业。

17.5 创造绿色经济

向绿色经济过渡的过程是缓慢的,主要由经济和政府政策驱动。然而,通
常来说,去耦的速率、再循环率和非物质化的速率都不足以很快地完成可持续

的目标,比如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联合国总

结道:“我们距离绿色经济还很遥远。”44

要想创造绿色经济,关键是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研究投资和发展投资的资

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模型,分析把投资资金转到能促进

绿色经济过渡的地方对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影响45。他们考虑了一个绿色方

案: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全球2%的GDP投资到可持续发展方面,包括能源效

率、可再生能源、废物管理、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生产方法和废水管理。他们

也比较出绿色经济和一切照旧的方案的结果是不同的,一切照旧的方案投资

率依然遵循现在的趋势。

正如图17.8所示,图中展示了绿色经济方案下和一切照旧的方案下不同

变量的百分比差异。在短期(2015),绿色经济的方案在实际 GDP和人均

GDP方面都降低了1%。但是在长期,相比较于一切照旧的方案,绿色经济展

示了充分的经济优势。到2050年为止,绿色经济方案下的实际GDP比一切

照旧方案下的实际 GDP高了16%。这两种方案的环境不同一开始是很小

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变得非常戏剧性。到2050年为止,绿色经济方案

的能源需求降低40%,生态足迹降低48%。

绿色投资也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特别是在农业、林业和交通领域。在能

源方面,随着与化石燃料有关的工作减少,就业一开始会下降,但是在长期看

来(大约在2030年以后),净就业情况是上升的,主要是因为创造了许多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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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相关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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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UNEP,2011a.
图17.8 绿色经济和一切照旧情况下的环境和经济预测

联合国环境保护署的模型发现,绿色经济的投资特别有利于贫穷的人。

穷人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依赖于自然资源。因此,对自然资本的投资,包括水

资源、可持续农业和林业在提高了环境质量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投资自然

资本也促进了生态旅游,这是另外一种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的方式。在

能源领域,可持续能源的投资也有利于穷人。世界上大约有16亿人享受不到

电力资源。鉴于现在很多贫穷的地区缺乏配电网,小型离网太阳能比传统的

化石燃料发电更节约。

绿色经济的过渡不仅要求投资,还要求许多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政策

转换。联合国环境保护局总结出来的政策要求有:
● 使用税收和其他基于市场的工具转换负外部性内在化的作用。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给污染定价促进了更多资源的有效使用并且鼓励了创新。精

心设计的税收和许可证系统也能够创造净就业。例如,1999年,德国在化石

燃料和电力方面的一项税收政策在几年内分阶段完成,这项政策通过降低企

业所要求的社会保障贡献,能够利用这些收入来降低雇佣员工的成本。据估

计,这些税收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能够创造25万个全职的等效工作

机会。
● 减少政府在消耗自然资本方面的支出。在第12章我们讨论了化石燃

料补贴扭曲的影响。同时,正如第13章所描述的,全球至少有60%的渔业补



第17章 绿化经济
◆437  

贴是有害的,并且会导致过度捕捞。为了减少负面的经济影响,补贴改革应该

缓慢地分阶段完成,并且应该增加政策以保护穷人的利益。例如,印度尼西亚

在2005年和2008年降低能源补贴,把收入转移到低收入的家庭中去。
● 相比较于基于市场的工具,效率和技术标准在管理方面更划算并且容

易。发展中国家缺乏复杂的税收和可交易许可证系统的机构。技术标准更容

易强制执行,并且能够保证快速地达到最好的可获得的技术水平。挑战是设

定一个合适的标准,随着新技术发展还需要调整这个标准。对于政府采购部

门来说,设定标准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它能够启动对环保商品和服务的

需求。
● 为了确保受影响的工作能有一个就业过渡,需要临时的支撑措施。正

如图17.8中所示,在短期,过渡到绿色经济会导致GDP轻微下滑。因此,需
要对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在绿色经济的大环境下找

到工作。在许多例子中,工人会力图保住他们现在的工作,但是通过技术培训

他们能够学到新的工作方式。建筑工人仍然会建造房子,但是建筑的技术将

会包含更好的绝缘材料、太阳能光伏系统和更有效的照明。
● 需要加强国际环境管理。即使绿色经济有潜在的经济利益,但是某些

国家依然对单独行事犹豫不决。严格的国际公约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且

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唯一有效方式,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问题。

过渡到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改革国际交易法律,正如我们将要在第20
章考虑的。例如,可以设定国际贸易协定减少那些有害的补贴,同时降低关税

以促进环保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关于知识产权的贸易法律被批评为不利于满

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事实上是阻碍了绿色市场的发展。在一些例子中,发展

中国家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来保护新生产业。最后,发展中国家会在生态系统

服务的市场上占有优势,例如固碳和流域保护。创造这些服务市场的国际公

约在提高自然资本的同时减少贫穷。

这些推荐的政策需要政府做出主要的改变,例如降低有害的补贴或者增

加有效的标准等政策,比较简单并且能快速地实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面对

所有的经济政策,向绿色经济过渡将会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随着更多的公

共投资被投向于发展绿色经济,关键的步骤已经完成了。按照世界银行的估

计,为了应对2007年的金融危机,全球刺激性支出有16%被定义为“绿
色”———花费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废物管理和水资源可持续性上46。中

国是这其中的领导者,花费了2210亿美元在绿色刺激上,大约有一半直接运

用到了铁路运输上。美国花费1120亿美元用于绿色刺激上,大约有300亿

美元分别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建筑上。欧盟刺激支出的60%被用于绿

色措施上,包括碳捕获和储存、电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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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向绿色经济的过渡、可持续经济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承诺。首先开始

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其收益,韩国保证把其GDP的2%用于投资绿色经济。

最近提高再循环率的努力已经节省了几十亿美元并且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

机会47。英国是另一个大量投资于绿色经济的国家。据估计,英国2011~
2012年度的经济增长有1/3来源于绿色经济48。挑战是通过大胆的举措、长
期的思考和国际间的合作保持并加强这些努力。

总结

“绿色经济”的概念是通过投资那些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提升人类

的幸福并且降低不平等。这个概念是基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兼容的。

我们根据几个理论探讨了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是

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环境影响的降低。几个污染物的实证经验支持这个假

设,但是并不适用于其他的环境影响,最重要的是不适用于二氧化碳排放。波

特假设认为精心设计的环保规定实际上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这个理论在一

些例子中是有效地但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规定。去耦意味着环境增长与负的

环境影响的关系能够减弱。绝对去耦发生在一些例子中,但是更大的去耦的

进展需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工业生态学的领域是为了最大化资源效率和再循环。这个理论促进了作

为投入的废物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外的生产中去。通过非物质化,使用少量

的材料就能生产产品。工业生态学另一个焦点是无毒的、可循环的、低污染的

材料的使用。

我们分析了传统的环境保护会损害经济的观念。证据表明环境保护规定

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成本。环境保护不仅不会导致失业,反而能够创造净就

业。环境保护不会损害国际竞争力,对GDP的增长速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虽然创造绿色经济需要短期成本,但是预期的长期收益是巨大的。相比

较于一些照旧的方案,在绿色经济下环境影响显著降低了,从而GDP的增长

速率更快。向绿色经济的过渡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减少有害的补贴、

训练工人、使用税收和可交易许可证等经济政策工具和有意义的国际合约。

问题讨论

1.最近你听说关于环境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的新的报道吗? 环境保护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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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是兼容的吗? 报道中不同的观点是什么? 关于这个报道你的观点是

什么?

2.在你的国家或者所处的区域,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促进绿色经

济? 你认为哪一步是最有效的? 你能提出一个企业可能会支持的政策吗?

3.向绿色经济过渡最能够损害哪个群体? 哪个群体最能从这个过渡中受

益? 你能提出一个受益者的收入补偿受损者的损失的方案吗?

注释

1.UNEP,2011a,p.16.
2.UNEP,2011b,pp.1-2.
3.Yandle,etal.,2004.
4.Beckerman,1992,p.482.
5.Aslanidis,2009.
6.Stem,2003,p.11.
7.Yandle,etal.,2004,p.29.
8.PorterandvanderLinde,1995.
9.Ibid.,p.98.
10.Wagner,2003.
11.Lanoie,etal.,2011.
12.Hodges,1997.
13.Ibid,p.12.
14.NERAEconomicConsulting,2012.
15.OECD,2002.
16.UNEP,2011c.
17.Jackson,2009.
18.Ibid.,pp.30,32.
19.Ibid.,p.31.
20.SeeAyresandAyres,1996andSocolowed.,1994,foranoverview

ofindustrialecology,andClevelandandRuth,1999,onmaterialsflowsin
theindustrialprocess.

21.U.S.EPA,2011.
22.Denne,etal.,2007.
23.Arnold,1999,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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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organstem,etal.,2002,p.412.
31.Bezdek,etal.,2008.
32.Ibid.,p.63.
33.ColeandElliott,2007,p.1.
34.Bezdek,etal.,2008.
35.Ibid.,p.69.
36.ThePewCharitableTrusts,2009.
37.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2004.
38.Arnold,1999,p.10.
39.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2004.
40.Jaffe,etal.,1995,p.157.
41.BaboolandReed,2010.
42.Greenstone,etal.,2011.
43.ConstantiniandMazzanti,2012,p.132.
44.UNEP,2011b,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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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StrandandTom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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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id/56272/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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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全球气候变化是多严重的一个问题?
● 经济理论能够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吗?
● 我们如何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建立模型?

18.1 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

最近几年关于全球气候变化①(globalclimatechange)的担忧越来越多。a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引起地球气候变暖和气象改变的温室气体②(green-
housegases)排放,既是一种环境外部性③(environmentalexternalities),也是

一种公共财产资源④(commonpropertyresources)的过度使用。

大气是全球共享资源⑤(globalcommons),个人和企业都可以释放污染

到大气中去。全球的污染创造了一种坏的公共产品,这会影响每一个人———

这是一种有广泛影响的负外部性。许多国家都设定了环境保护法律以限制空

气污染物排放。从经济术语来看,这种法律从某种程度是把当地和区域污染

物的外部性内在化。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对CO2 的排放量进行控制,CO2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短期不会对地面产生有害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a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全球气候改变。温室效应将会对气候模式产生复杂的影响一些
地方会变暖,一些地方会变冷,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增多。

全球气候变化: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改变而导致全球气候发生改变,包括气温、降水量、风暴的
频率和密度。

温室气体:类似于二氧化碳和甲烷一样的气体,这些气体在空气中的浓度会通过阻碍太阳辐射而影
响全球气候。

环境外部性:影响环境的外部性,如污染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公共财产资源:不属于私人而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资源,如海洋或者大气。
全球共享资源:全球共同拥有的资源,如大气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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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的科学共识已经形成,即认为大气中CO2 和其他温室气体会对

全球气温和天气情况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影响的范围和时间是不确定的,但
是已经开始影响全球气候了(见专栏18.1)。如果气候改变的影响确实是这么

严重,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公共利益而降低排放量。如果没有关于排放的

合约或者规则,那么私人企业、城市或者国家采取的行动都将是不适当的。因

此,气候改变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公共物品⑥(publicgoods)问题,需要全球共同

协作。因为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所以只有建立一个严格的国际公约约束各

国,为共同利益而行动才能防止严重的环境危害。

专栏18.1 温室气体的影响是什么?

太阳射线穿过温室气体的大气层到达地面使空气变暖,大气层作为

保护层使热量不外泄。因此,需要温暖气候的植物可以在严寒的气候中

生长。地球的大气就像是在温室气体形成的玻璃罩。1824年,法国科学

家JeanBaptisteFourier首次描述了全球温室气体的影响。

云层、水蒸气以及自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臭氧

允许太阳辐射通过,但是又会形成一个保护罩防止红外热散去。这就是

自然温室气体影响,这使得地球适宜居住。没有这个影响,地球表面的平

均气温将会达到-18℃(0℉),而不是合适的15℃(60℉)。
“1896年,瑞典科学家SvanteArrhenius研究了增强和人造温室气体

影响的可能性。”Arrhenius假设增加煤炭燃烧会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提高,从而使地球变暖,煤炭燃烧会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而同步进行”
(Fankhauser,1995)。从Arrhenius所处的时代以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急剧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工业化前增加了40%。除了增加煤

炭、石油、天然气这种化石燃料的燃烧,农业和工业产生氟氯碳化物等人

造化学物质和甲烷以及一氧化二氮的排放也造成了温室气体影响。

科学家们建立了计算机模型来估计现在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

气候的影响。虽然这些模型中包含不确定性,但是依然形成了一个广泛

的科学共识———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的影响对全球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

威胁。在20世纪,全球的气温上升了大约0.7℃(1.3℉)。2007年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总结:随着1750年以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温室气

体(GHG)的排放量显著增加了。报告强调“从20世纪中期以后观测到的

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GHG)的浓度上升”。

⑥ 公共物品:可以被所有人使用的物品(非排他性),并且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可获得
性(非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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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50年,排放趋势会使温室气体的浓度是工业化前的两倍。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全球平均气温将会升高1℃~6℃,或者从

2℉~10℉,这将对全球的气温产生显著影响。

资料来源:Cline,1992;Fankhauser,1995;IPCC,2007a。

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一直在聚集,所以稳定或者

“冻结”排放量不会解决问题。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

纪,在它们被排放出来很久以后依然会影响整个地球的气候。这是一个囤积

污染物⑦(stockpollutants)的例子。正如我们在第16章中讨论的,囤积污染

物排放量的降低将减少大气中的累积量。大气中的累积量会随着自然进程的

推进被分解掉,但是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

应对全球气候改变的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包

括许多科学、经济和社会问题。本章我们将使用之前讨论的技术和概念,解决

分析气候改变的问题,在第19章我们将转向政策含义的探讨。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和预测

在20世纪,由于燃烧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急剧上升,如图

18.1所示。化石燃料中的液态燃料(主要是石油)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量

占全球排放量的35%,固态燃料(煤)占45%,天然气占20%。2006年,中国

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0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占全世界的26%,美国紧随其后,占全球的18%。1

尽管许多全球性会议都在解决气候改变的问题,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

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199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地球峰会(在这

个峰会上产生了京都议定书),还有2002年可持续发展地球峰会、2009年的

哥本哈根会议,但是,全球气候改变的进程一直很缓慢。

如图18.2所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会一直持续

下去。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报告,相比2012年的排放量,2035年全球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增加大约30%。对于能源情报署来说,这些预测是“参考

案例”,因为这种预测是在一切照旧⑧(businessasusual,BAU)的情况下做出

的,也就是不采取任何努力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转
变碳基燃料的政策将会改变这些预测的结果。

⑦
⑧

囤积污染物:在环境中不断累积的污染物,比如碳和氯氟碳。
一切照旧:关键的政策、技术或者行为改变都不会发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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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碳的百万公吨(MMt)排放。乘以3.67转化为二氧化碳的 MMt。

  资料来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CDIAC),http;//cdiac.ornl.gov/trends/trends.htm(2012年8
月数据)。

图18.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量(1860~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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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图18.2的Y 轴是二氧化碳的百万公吨(图18.1的Y 轴是

碳的百万公吨;测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是碳的排放量的3.67倍)。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部,2011。

图18.2 预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90~2035年),出自Region(百万公吨二氧化碳)

2012年,工业国家有责任减少一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图18.2所

示,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急剧扩张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

和印度 等。例 如,从2013~2035年,中 国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预 期 会 增

加52%。

如图18.3所示,在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更高。虽然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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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期增长最快,但是到2035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二

氧化碳排放量依然更高(大约高了6倍),这也反映出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不应该被要求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为工业化国家

依然保持较高的人均排放量。全球人均排放量的不平衡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辩论中,需要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对相关责任

问题的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谈判陷入僵局。(更多内容在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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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www.eia.gov。

图18.3 每个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全球气候趋势和预测

从19世纪中期有可靠的天气记录以来,地球一直在急剧地升温(图

18.4)。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全球气温平均上升了大约0.7℃,或者大约

1.3℉。自2000年以来,14年现代气象纪录中的最高纪录发生了12年。证

据表明,现在大约是以每12年温度升高0.3℃的速率在不断增加5。不是所有

的地区都上升同等的温度。北极和南极地区温度上升的速率大约是全球速率

的两倍。

升高的温度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冰川都

在融化。例如,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在1910年建成时有150个冰川,到

2010年就只剩下25个冰川,据估计,到2030年这个公园不会再有任何冰川。

气温变化也会使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于冰川和冰原的融化、水在

受热时会发生膨胀两个原因。2012年全球平均海洋温度相比较于20世纪的

平均温度大约上升了0.5℃。每年海洋温度的上升和冰川融化会导致海平面

上升2毫米左右(见图18.5和专栏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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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零基准线代表1961~199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

  资料来源:CDIAC,2011,http://cdiac.ornl.gov/ftp/trends/temp/jonescru/global.txt.
图18.4 全球年度温度异常(℃)(185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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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实线表明不同研究的平均值;虚线表示90%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IPCC,2007a.
图18.5 海平面上升(1880~2000年)

专栏18.2 太平洋岛屿随着海平面上升而消失

由于海平面的上升,基里巴斯太平洋国家的两个岛屿———Tebua
tarawa和 Abanuea已经消失了。基里巴斯国家的其他岛屿和临近的太平

洋国家图瓦卢的岛屿也濒临消失。到目前为止,大海吞噬掉的只是无人

居住、相对较小的岛屿,但是危机正在威胁世界各地的珊瑚礁海岸。科学

家估计,每年太平洋海平面将会上升2毫米,并且预计这个速率会因为气

候改变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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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稠密的岛屿已经在遭受痛苦。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的主要岛屿和

马绍尔群岛(也是位于太平洋)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高高的海浪破坏

了海墙、道路和桥梁,淹没了家园和农场。马绍尔群岛中几乎有29个岛屿

的整个海岸线都在遭受侵蚀。在其主要的马朱罗环礁上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留下的残骸被冲走了,道路和地基被卷入大海,尽管有高海墙的保护,
但是机场已经被淹没了好几次。

图瓦卢人发现由于海平面上升和土壤盐碱地的问题,很难种植庄稼。
基里巴斯和马绍尔群岛的家庭试图把卸掉的卡车、汽车和其他器材丢掉

海里,用岩石把它们环绕起来以保持海湾。生存条件变得如此恶劣,基里

巴斯的领导者正在考虑把所有的103000个居民都迁移到斐济岛上。一

些村庄里的居民已经迁走了。
在遥远的马尔代夫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印度洋扫除了200个有居

民的岛屿中的1/3。总理Gayoom说:“海平面上升不是一个时尚的科学

假说,而是一个事实。”
海平面上升部分是因为全球气温上升而使冰川和极地冰冠融化,但

是主要的原因是海洋受热膨胀。科学家最乐观的估计是到下个世纪海平

面将上升1.5英尺,这足以摧毁许多海洋国家。
海平面越是上升,风暴越是会穿过狭窄的环礁把海浪带到大地上。

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风暴的频率预计会增加。许多岛屿将会变得无法

居住,因为海水中的盐分会污染它们的淡水供应。
资料来源:“基里巴斯全球变暖的恐惧:整个国家可能会搬到斐济”,

美联社报道,2012年3月12日;GeoffreyLean,“它们正在消失;两个岛屿

已经消失在太平洋海岸下———由于全球变暖而沉没”,《独立报》,1999年6
月13日,第15页。同样见于纪录片《总统的困境》,http://youtube/nZL-
Wqa5irog。

除了会使海洋温度上升,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也会导致海洋酸化⑨

(oceanacidification)。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分析,“自从工业

革命以后,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有一半溶解到了海洋中。这种吸收

减缓了全球变暖,但是它也降低了海洋的ph值,使海水更具酸性。更多的

酸性水会腐蚀矿物质,而很多海洋生物都依赖这些矿物质来建立自己的保

护壳和骨架”。82012年,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报告称海洋正在以3亿年来

最快的速度变酸,这将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潜在后果。9 海洋变暖和

酸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珊瑚礁的珊瑚,因为珊瑚只能在特定的温度和酸度

的海域形成。牡蛎育苗场被称为“煤矿中的金丝雀”,因为它们可以预测一

⑨ 海洋酸化:由于溶解了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海洋水分酸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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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内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但是牡蛎育苗场也会被海洋酸

化影响到。

虽然温度升高部分属于自然趋势,但是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总结道:

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是由可观察到的人为的温室气体浓度的

上升。对人类的影响现在已经扩展到其他方面,包括海洋变暖、大陆的平均气温、极

端的温度、风的模式。

对未来气候改变的预测取决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即使今天不再排放

任何温室气体,全球依然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继续变暖,诸如海平面上升也会

持续好几个世纪,因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影响环境不会立即实现。12基于对

未来排放量做出的不同假设而建立的广泛的模型,IPCC估计21世纪全球平

均气温将会上升1.1℃(2℉)~6.4℃(11℉),变化的范围在1.8℃(3℉)~4℃
(7℉)之间。温度上升的可能的范围见图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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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每条线的中间的垂直线都代表了不同预测的平均值;阴影部分显示了90%的置信

水平。

  资料来源:美国全球变化研究项目,www.globalchange.gov。

图18.6 全球温度趋势(1900~2100年)

实际上,全球变暖和其他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最终二氧化碳和其他温

室气体稳定的大气浓度。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是395ppm。当我们考

虑其他温室气体的危害时,全部的影响等于大气中含有430ppm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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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称为二氧化碳等价(CO2equivalent)(CO2e)。
图18.7把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由CO2e来测量)与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的结果联系起来,包括不确定性的程度。每一个CO2e 水平上的实线代表

90%置信水平下的温度的范围。超出这个区间两端的虚线是从现有的主要气

候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的全部范围。

0� 1� 2�

400 ppm CO2 e

450 ppm CO2 e

550 ppm CO2 e

650 ppm CO2 e

750 ppm CO2 e

3� 4� 5�
�3#��	U,�����U

  注:CO2e=二氧化碳等价;ppm=百万分之。

  资料来源:Stern,2007.
图18.7 温室气体稳定的水平与最终温度改变之间的关系

这个预测表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450ppm时,有90%的可能导

致温度上升1℃~3.8℃,有很小的可能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升温。现在大气中

二氧化碳的浓度是430ppm,450ppm的稳定水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即使是稳定在550ppmCO2e 的水平上,也迫切需要采取政策

措施。

18.2 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气候变化提供了两种选择:预防策略(preventivemeasures)和适应性策

略(adaptivestrategies)。例如,我们考虑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损害。阻止这

个过程的唯一方式是防止气候变化———现在是不可能的。在某些例子中,可

以建立堤坝和海墙以阻止升高的海平面。那些住在海边的人———包括全部的

海岛国家(由于海平面上升,这些国家会失去大部分领土)———在适应性政策

下会遭受巨大损失。预防政策虽然不能停止,但是能够缓慢地防止海平面上






二氧化碳等价(CO2e):对全球全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或者浓度的一种度量方式,根据变暖的影响,
把所有非二氧化碳气体转化为二氧化碳等价。

预防措施/预防策略:通过降低预测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来降低气候变化的程度的行动。
适应性策略:见“适应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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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这些政策需要说服世界大部分国家一起参与。这么做符合国家的利益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寻找方法来估计气候改变的影响。

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大气中累积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造成

的结果。预测的部分影响结果如下:
● 海平面上升导致土地消失,包括沙滩和湿地。
● 物种和林业区域消失。
● 城市和农业的水资源供给被破坏。
● 空调成本增加。
● 健康危害、由于热浪和热带病造成的死亡。
● 由于干旱而造成农业产出的损失。

有利的影响包括:
● 在寒冷气候时期农业产出增加。
● 降低供热成本。
● 暴露在寒冷中的死亡率降低。

另外,其他很难预测到但是更加严重的影响包括:
● 天气模式的破坏,飓风、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情况增加。
● 突如其来的重大气候变化,比如大西洋墨西哥湾流的转变,这将会把

欧洲的气候转变成阿拉斯加州的气候。

正的反馈影响(feedbackeffect),如气候变暖的北极苔原导致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增加,这将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b。

IPCC预测,随着排放量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高,负的影响将会强化,而
正的影响会减弱(见表18.1)。如图18.6所示,对于预测下个世纪的全球温度

情况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计算全球气候改变的经济研究时,我们应该把这

个不确定性考虑在内。

给定这些不确定性,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全球气候改变的分析纳入成本

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的方法中。其他人批评了这种方法,因为这

种方法尝试对社会、政策和生态影响赋予货币价值,而这些通常远远超过了美

元价值;首先,我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核对经济学家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的努

力;其次,我们返回到讨论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




b 当原始系统的变化引起的未来变化会加强原变化(正反馈)或者抵消原变化(负反馈)时,就产生了
反馈效应。

反馈影响:系统中的一个改变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其他的改变,这种改变会抵消或者增强原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CBA):一种政策分析工具,尝试将一个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货币化以决定其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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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1 气候改变可能的影响

相对于工业前的温度,最终温度的上升

影响的方面 1℃ 2℃ 3℃ 4℃ 5℃

淡水供应

在Andes,小的冰

川消失,威胁5亿

人口的水供应

在一些区域(南非

和地中海),减少

20%~30%的 潜

在水供应

在 欧 洲 南 部,每

10年就要面临严

重干 旱;10亿~

40亿的人口遭受

水短缺

在南非和地中

海,潜 在 的 水

供 应 减 少 了

30%~50%

喜马拉雅山的

大片冰川可能

消失,影响1/4

的中国人口

食物和农业
在温带区域,产量

适度地增长

热带地区(5%~

10%在非洲)粮食

产量减少

15亿~55亿人面

临饥饿;在高纬度

上产量达到峰值

非洲产量减少

15% ~35%。

一些完整的区

域已经不再适

合农业生产

海洋酸度的增

加可能影响鱼

的储存量

人类健康

至少每年300000

人死于与气候相

关的疾病;高纬度

上冬天死亡人数

减少

在 非 洲4亿~6

亿人口遭受疟疾

的危害

100万~300万的

潜在人口死于营

养不良

非洲有8亿人

遭受疟疾

疾病进一步增

加,并 且 给 健

康服务带来了

持续性的负担

海岸面积 沿海洪水危害增加
将有1亿人受到

沿海洪水的危害

1.7亿的人们受到

沿海洪水的危害

30亿人受到沿

海洪水的危害

海平面的增高

威胁主要的城

市,如纽约、东

京和伦敦

生态系统

至少10%的陆地

物种面临灭绝;增

加了野火的危险

物种的15%~

40%潜在地面临

灭绝

物种的20%~

50%潜在地面临

灭绝;亚马孙森林

开始崩溃

北极冻原消失

一半;珊 瑚 礁

大范围消失

全球范围的物

种灭绝

  资料来源:IPCC,2007b;Stern,2007.

18.3 气候改变的经济分析

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随着图18.2中的趋势不断

增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立即执行的政策首先需要稳定并降低总的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在投资收益分析时,我们需要分析和预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

加所造成的稳定或者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采取的政策成本。预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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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政策措施会使收益等于损失的价值。c 这种收益必须与采取措施的成

本相比较。不同的经济研究都尝试估计这些成本和收益。对美国经济这方面

研究的结果见表18.2。

表18.2 全球气候改变造成的美国经济年度损失估计(1990年的百万美元)

(2.5℃) (2.5℃) (3℃) (4℃) (2.5℃)

农业 17.5 3.4 1.1 1.2 10

林业损失 3.3 0.7 X 43.6 X

物种损失 4 1.4 X X 5

海平面升高 7 9 12.2 5.7 8.5

电力 11.2 7.9 1.1 5.6 X

非电力加热 -1.3 X X X X

汽车空调 X X X 2.5 X

人类舒适 X X X 12

人类死亡率和发病率 5.8 11.4 9.4 37.4

迁徙 0.5 0.6 X 1

飓风 0.8 0.2 X 0.3

休闲活动 1.7 X 占GDP的0.75% X X

水供应的可获得性 7 15.6 11.4 X

水供应系统的污染 X X 32.6 X

城市基础设施 0.1 X X X

空气污染 3.5 7.3 27.2 X

总价值(10亿美元) 61.1 69.5 55.5 139.2 74.2

总GDP百分比 1.1 1.3 1 2.5 1.5

  备注:“X”代表没有被评估或测量的项目。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NordhausandBoyer,2000,p.70.

研究基于平均气温从2.5℃增加到4℃。当货币化成本增加时,估计出来

的美国年度总损失在600亿~1400亿美元(1990年的美元),这占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1%~3%。虽然不同的经济研究会提出不同的估计结果,

但是大部分都处在相同的1%~3%的GDP范围之内。在更长的时期,成本

的上升大约会占全球GDP的10%(见图18.8)。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总和中有一些“Xs”,Xs是不能简单被测量到

的未知数量。例如,物种濒临灭绝造成的损害很难用美元价值来估计。这里

展示的估计结果表明,成本至少是14亿~50亿美元,还有额外的未知成本,

c 这种预防损失发生的收益也被称为避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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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额外的温度上升,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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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通过人口数量,给国民损失设置权重,从而得出全球损失。
资料来源:Norhdaus,2000,p.95。

图18.8 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损失

除了Xs,由于这些估计不能覆盖全部的潜在损失的价值,因而其他货币

化的估计也会遭到挑战。例如,海滨土地比真实估计的要大很多。沙滩和海

滨湿地有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这些土地的市场价值没有反映出全

部的社会损失。

正如第6章所讨论的,人类健康和生命的货币化是非常有争议的。这些

研究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成本效益实践,在这个实践中人的一生共分配大约

600万美元的价值,基于大量的研究,人们愿意花钱来避免危及生命的风险,

或愿意接受金钱(例如,为了额外的薪水而参与危险的工作)承担这样的风险。

另外,这些估计遗漏了天气会造成更灾难性的后果的可能性。例如,一个

飓风不仅能造成生命的损失,还会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例如,2005年8
月的Katrina飓风造成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还造成超过1800人

死亡。2012年的飓风Sandy造成了大约500亿美元的损失,近500万人受

灾,对纽约和新泽西广泛的海岸线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气候改变会导致飓

风现象越来越频繁,那么表18.2中估计的少于10亿美元的损失就太少了。

如果越来越热的天气会导致热带病的发生范围变广,那么另一个未知的价

值———人类发病率,或者疾病损失———就会变得非常巨大。

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切照旧(BAU)的情况下,预测2025年美国

经济的年度损失成本是2710亿美元或者是占GDP的1.36%。损失成本随

着时间的推移上升(表18.3)。如图18.8所示,温度变化的范围越大,越会导

致损失估计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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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损失的货币化估计可能会引起争论,并且它没有覆盖所有的损失(表

18.2再一次回顾了Xs),但是我们假设决定接受它们———至少能够作为一种

粗略的估计结果。之后,我们必须衡量防止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和成本。为

了估计这些成本,经济学家使用模型来表示劳动力、资本和资源这些投入如何

生产经济产出。

表18.3 气候改变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2006年10亿美元

2025年 2050年 2075年 2100年

占GDP百分比

2025年 2050年 2075年 2100年

飓风危害 10 43 142 422 0.05 0.12 0.24 0.41

财产损失 34 80 173 360 0.17 0.23 0.29 0.35

能源方面的成本 28 47 82 141 0.14 0.14 0.14 0.14

水的成本 200 336 565 950 1.00 0.98 0.95 0.93

总成本 271 506 961 1873 1.36 1.47 1.62 1.84

为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使用那些更加

昂贵的能源资源来替代化石燃料。一些经济模型预测这些替代会减缓GDP
增加。一项主要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损失为占GDP的1%~3%,而对

于像中国这样依赖煤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有更大的潜在损失。13

如果一种积极的二氧化碳治理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占GDP的百分比位于

1%~3%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如何做决定? 这主要依赖于对未来成本和收

益(futurecostsandbenefits)的计算。采取行动花费的成本必须在今天或

者在不久的将来承担。采取行动的收益(可以避免损失的成本)更多是在未来

体现。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平衡这些未来的收益和成本。

正如第6章所述,经济学家主要使用折现率(discountrate)来计算未来

的成本和收益。与折现有关的问题和隐含价值判断增加了评价成本和收益时

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替代性的手段———那些能够包

含生态和经济成本收益的技术。

解决气候改变的成本收益分析已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政策结论。按照

WilliamNordhaus和其同事的研究,“最佳的”减缓气候改变的经济政策在短

期内只会以适当的速率减少排放量,而在中期和长期会加快减少排放量的

速度。14

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气候改变的经济研究都得出了与 Nordhaus相似

的结论,虽然有一些研究建议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2007年,关于气候改变




未来成本和收益:预期未来会发生的收益和成本,通常通过折现与当前的成本比较。
折现率:将未来预期收益和成本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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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讨论改变了,在这一年,世界银行的前主席NicholasStern发表了一份

700页的名为“Stern对气候改变经济的评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英国政府赞

助。15Stern评论的出版非常受媒体的关注,还加强了政策界和学术界关于气

候变化的讨论。以前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研究都建议相对温和的政策措施,

然而,Stern评论强烈建议英国采取即时的、根本性的政策:

科学证据现在不容质疑:气候变化是对全球的严重威胁,亟须做出全球反

应。这本评论评估了关于气候改变的影响和经济成本的证据,还使用不同的

技术手段来评估成本和风险。从这些视角来看,《评论》所收集的证据都指向

了一个结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远大于不采取行动的成本。
《评论》使用了标准的经济模型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

成本和风险会使每年全球GDP至少降低5%,并将永远持续下去。如果考虑

更广范围的风险和影响,损失估计将上升到20%或者更多。相反,采取行动

的成本———为了避免气候改变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每年只占全球GDP
的1%。

如何解释这两种气候改变经济分析手段的不同? 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在

计算未来成本和收益时折现率的选择。

一个长期的现金流的收益或者成本的现值(PV)主要取决于折现率。高

折现率将导致收益的低现值,收益主要是在未来取得的,但是会带来高的短期

成本的现值。相反,低折现率将会带来长期收益的高现值。如果我们选择一

个低折现率,那么一个积极治理政策的估计净现值将会变高。

虽然Stern和Nordhaus的研究都运用了标准的经济方法,但是Stern的

方法更加注重长期的生态和经济影响。Stern评论采用了1.4%的长期折现

率来平衡现在和未来的成本。因此,虽然几十年的时间里积极行动的成本会

高于收益,但是潜在的高的长期损失还是会支持积极的行动。对于其货币影

响和非货币影响来说,这些长期损失都是非常关键的。从长期来看,全球气候

改变造成的环境损失也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使用5%~10%
的标准折现率会降低长期损失的现值,使其变得相对不重要。如图18.9所

示,因为短期的成本会超过收益,所以,治理气候改变的净收益估计严重依赖

未来损失的权重。

这两种研究的另一个不同是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方式。Stern的方法给不

确定性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权重,但这个不确定性指的是灾难性的影响。这反

映了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应用,如果一个特定的结果会是灾

难性的,即使不可能发生,也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这个原则在环境

 预防原则:政策应该考虑不确定性并通过采取措施避免低概率但灾难性的事件的发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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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许多未知的灾难性后果可能与温室气体

积聚相关,所以对于全球气候改变来说,预防原则也特别重要(见专栏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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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治理全球气候改变行动的长期成本和收益(1990~2270年)

专栏18.3 气候转折点和惊喜

许多气候改变的不确定性都与反馈循环的问题相关。例如,温度上

升初始改变会产生物理过程的变化,从而会放大或者减弱初始的影响(增
加初始影响的反应称为正的反馈循环;减弱初始影响的反应称为负的反

馈循环),这个过程就被称为反馈循环。正的反馈循环的例子是:当温度

上升导致北极苔原融化时,会导致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上升,这会增加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从而加速变暖的过程。

由于气候改变的不同反馈循环,最近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的速度相

比较于5年或者10年以前科学家预测的速度更快了。这导致人们对“失
控”的反馈循环的担忧增加,这种“失控”会导致短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可能已经接近气候转折点,一旦超过这个点,就会带

来灾难性损失。

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格林兰和南极西部冰原的快速瓦解。国际气候

变化小组预测到2100年海平面将会上升0.2~0.6米(6英寸~2英尺),

这两个大冰原的融化将会使海平面上升12米或者更多。然而这种情景仍

然是有争议的,人们认为它不可能发生在21世纪,但是新的研究发现,改
变的速度比预期的速度要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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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仅仅5年的时间,来自北极的甲烷排放

量就增加了1/3。这个发现是观察者最近几年对这个地区的一系列的观

测报道,报道中说先前冻结的沼泽地融化了,大量的甲烷气体排放出来。

北极土壤现在锁定数十亿的甲烷,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加强力的温

室气体。因此,一些科学家把冻土融化描述为定时炸弹,这个炸弹可以摧

毁对气候变化所做的所有努力。他们担心甲烷排放量的增加所引起的气

候变暖又会释放更多的甲烷,把这个地区锁定成一个恶性循环,从而导致

温度上升比预计更加迅速。

资料 来 源:David Adam,“ArcticPerfafrostLeaking Methaneat
RecordLevels,FigureShow”,TheGuardian,2010.

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0/jan/14/arctic-permafrost-
methane/;FredPearce,“MeltingIceTurnsuptheHeat”,SydneyMoring
Herald,2006年11月18日。

1/3的地区差异涉及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经济损失评估。防止气候改变

的措施将会对GDP、消费、就业产生经济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不愿

意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显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这些影响不都是负的。

Stern评论全面分析了二氧化碳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这些估计的成本

主要取决于使用的模型假设。预测稳定大气中的450ppm含量的二氧化碳的

成本的范围从降低3.4%的GDP到增加3.9%的GDP。结果取决于一系列的

假设:
● 经济对能源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效率或低效率。
● 非碳“支持”能源技术(“backstop”energytechnologies)d 的可获

得性。
● 国家能否为了减排来交易最低成本选择(least-costoptions)而使用

许可证方案。
● 从碳基燃料中得到的税收收入是否用于降低其他税收。
● 是否考虑了减排的外部收益,包括在地面水平减少空气污染。

根据做出的假设不同,减排政策的结果差别很大,有可能只是一个轻微减

排的简单的手段,也有可能会极大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80%或者

更多。




d 可交易许可证经济见第16章。
“支持”能源技术:太阳能或者风能等能够替代现在能源资源的技术,特别是替代化石燃料。
最低成本选择:以最低的总成本进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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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与不平等

气候改变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世界上的贫穷地区。像非洲这样的地区面临

严重的食品生产损害和水资源短缺,而亚洲的东面、北面和东北面的海岸地区

都面临洪水的风险。气候干燥会造成热带的拉丁美洲地区森林和农业的损

失,南美降水的改变和冰川的消失会显著影响水供应情况。18然而,富裕的国

家具有经济资源来适应气候改变的影响,而贫穷的国家无法采取预防政策,特
别是那些依赖最新技术的国家。

最近的研究采用了地理分布影响来估计全球气候改变的影响。如表18.4
所示,到2080年,非洲国家沿海遭受洪水的灾民和受饥饿威胁的居民数量相

对会很大,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位于非洲。

表18.4 截至2080年气候改变的区域规模的影响(百万人)

区域
伴随着水资源压力的

增加生活在水流域的人口

沿海洪水受害

者年均增加

额外的面临饥饿的人口

(括号内的数字是假设

最大的CO2影响)

欧洲 382~493 0.3 0

亚洲 892~1197 14.7 266(-21)

北美洲 110~145 0.1 0

南美洲 430~469 0.4 85(-4)

非洲 691~909 12.8 200(-2)

  注:这些预测基于一切照旧的情景(IPCCA2情景)。CO2 有助于增加植物的生产力,这样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遭受饥饿的人口数。

资料来源:IPCC,2007b.

经济学家如何把不平等加入研究中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政策建议。如果所

有的成本都以货币来估计,那么贫穷国家10%的GDP损失少于富裕国家3%
的GDP损失。因此,贫穷国家气候改变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很高,但是,这
些损失与富裕国家相比相对较少,因而其权重相对较少。Stern评论断言气

候改变对穷人不成比例的影响应该增加气候改变成本。Stern估计,不考虑

不平等的影响,一切照旧的情景下气候改变成本占 GDP的比例是11%~
14%。考虑穷人受到的影响将会使估计的占GDP的成本提升至20%。19

对社会与环境的成本和收益的假设估计不同,那么政策建议也不同。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成本收益分析大部分都建议采取行动来缓解气候变化,但是

建议的力度根据其风险和折旧的假设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生态经济学家认

为,根本问题在于物理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两个系统是行星的气候控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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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也就意味着气候稳定性(climatestabilization)是主要目标,而不是成

本和收益的经济选择。稳定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够的,因为按照现在的二氧化

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速率,大气中的累计量会继续增加。温室气体稳定

的累积量需要显著低于目前的排放水平。图18.10展示了为达到450ppm~
550ppm的稳定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需要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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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IPCC,ClimateChange2001:TheScientificBasis,www.ipcc.ch.
图18.10 1980~2120年二氧化碳稳定的情况(450ppm~550ppm的二氧化碳含量)

总结

从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改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其原

因和所造成的结果两方面,所有的国家都涉及其中。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分配,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

将会大幅增长。
最近的科学证据表明,21世纪的影响会使全球气温上升1℃(2℉)~6℃

(10℉)。除了简单地使地球升温,其他预期的影响还包括天气模式和突发性

重大气候变化的破坏。
对成本和收益的估计可以作为气候改变的一种经济分析。这个问题中的

收益是通过预防气候改变减少的损失,成本指的是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经

济成本,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的其他经济方面的影响。
成本收益分析估计成本和收益占GDP的1%~3%。然而,对成本和收

 气候稳定:降低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从而达到全球气候改变不会再增加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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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相对估计取决于折现率的选择。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损失趋于恶化,高折

现率的使用避免了气候变化收益的低估计值。另外,物种减少、对生命和健康

的影响等很难从货币的角度估计。由于经济模型中的假设不同,避免气候改

变的政策影响也不同,从占3%的GDP增加到占4%的GDP。

全球气候改变的影响主要落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经济研究都建议一些

缓解气候改变的行动,但是在提出的补救措施的紧迫性和程度方面有很大不

同。低于550ppm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稳定含量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也

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使用模式的重大变化。

讨论问题

1.全球气候改变的主要证据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其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 对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全球公平性和责任提出了什么问题?

2.你认为解决气候改变问题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合适吗? 我们如何评

价北极冰川的融化和岛国淹没等事情? 在分析影响全球生态系统和未来几代

人的问题上,你估计分析的合适角色是什么?

3.应对气候改变合适的目标是什么? 既然完全阻止气候变化是不可能

的,那么如何平衡适应性努力和预防性或缓解努力?

注释

1.Bodenetal.,2011.
2.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2011.
3.Ibid.
4.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2012.
5.Adaptedfrom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www.epa.gov/

climatechange/science/recenttc.html;alsofromIPCC2007a.
6.IPCC,2007a,WorkingGroupI:ThePhysicalScienceBasis.
7.NOAA,2012.
8.NOAA,2010.
9.Honishetal.,2012;DeborahZabarenko,“OceansAcidicShiftMay

BeFastestin300MillionYears,”Reuters,March1,2012.
10.RogerBradbury,“A World WithoutCoralReefs,”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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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July14,2012;NOAA,“ScientistsFindRisingCarbonDioxideand
AcidifiedWatersinPugetSound,”2010,www.noaanews.noaa.gov/sto-
ries2010/20100712_pugetsound.htmlandwww.pmel.noaa.gov/co2/story/

Going+Green%3A+Lethal+waters/.
11.IPCC,2007a,SummaryforPolicymakers,10.
12.Jevrejeva,etal.,2012;http://www.skepticalscience.com/Sea-

levels-will-continue-to-rise.html.
13.ManneandRichels,1992.
14.Nordhaus2007,2008;NordhausandBoyer,2000.
15.Stem,2007.
16.Stem,2007,ShortExecutiveSummary,vi.
17.Stem,2007,chap.10.
18.IPCC,2007b;Stem,2007,chap.4.
19.Stem,2007,cha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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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可能的应对全球气候改变的政策有哪些?
● 经济理论建议采取什么样合适的应对政策?
● 已经推出了哪些特定的政策来解决全球气候改变?

19.1 适应与减缓

正如第18章讨论的,关于全球气候改变的严重性的科学依据支持了政策

行动。总的来说,对气候改变的经济分析建议进行政策调整,虽然说政策已经

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地,Stern关于全球气候改变经济的评论呼吁“亟须

做出全球反应”。
应对气候改变的政策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两类:
解决气候改变产生后果的适应性政策①(adaptivemeasures)、缓解或者降

低气候变化幅度和时间的预防性政策②(preventivemeasures/preventive
strategies)。适应性政策包括:

● 建立堤防和海墙以预防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时海平面上升,如洪水和

飓风。
● 转变农业栽培模式以适应变化的天气情况。
● 建立可以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机构,以应对与气候相关的疾病。
缓解政策包括:
● 通过使用低温室气体资源来满足能源需求,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例如,从煤炭发电转变为风力发电)。

①
②

适应性政策:采取行动以降低全球气候改变造成的损失的大小或风险。
预防性政策/预防性策略: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来降低气候改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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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需求方管理,正如第12章

中所讨论的)。

● 增强碳汇③(carbonsinks)a。森林把二氧化碳循环为氧气;保护森林

区域并扩大造林对减少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有显著影响。

经济分析能够为预防性或适应性政策提供政策引导。第6章和第18章

讨论的成本收益分析④(cost-benefitanalysis)能够为是否应用一个政策提供

评估基础。然而,正如第18章中讨论的,关于气候改变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假

设和方法,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经济理论中一个有较少争议的结论

是在考虑采取什么政策时应该运用成本效益分析⑤(cost-effectivenessanaly-

sis)。成本效益分析应用避免了那些成本收益分析时出现的困难。成本收益

分析为政策目标的决定提供依据,但是,成本效益分析是接受一个社会给定的

目标,使用经济方法决定达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方式。

总的来说,经济学家更喜欢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目标的方法(见专栏

19.1)。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被认为是成本有效的,这种方法不会尝试直接控

制市场主体,而是改变激励机制,从而使个人和企业把外部的成本和收益考虑

在内。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例子包括污染税、可转让许可证、可交易许可证

等。对于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这些工具都是有用的。另一种相关的经济政策

是创造激励机制鼓励采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

专栏19.1 关于气候改变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在1997年,包括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2500多名经济学家都

签署了以下声明,呼吁认真采取措施来解决全球气候改变的风险问题:

1.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持下,一个杰出的国际专家小组

进行了审查,最后决定“衡量证据后能够发现人类对气候改变造成的影

响”。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认为气候改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经济、社会、

地理政治风险,并且有理由采取预防性政策。

2.经济研究已经发现许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总收

益都大于总成本。特别地,对于美国来说,全面的经济分析表明那些能够

缓解气候改变的政策不会损害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从长远来

看,这些政策能够提高美国的生产水平。

③
④

⑤

a 碳汇是指能够储存二氧化碳的地方。自然碳汇包括海洋和森林。通过森林管理和农业生产活动,
人类的干预也能够降低或者增加这些碳汇。

碳汇:属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吸收定量的二氧化碳的能力,包括森林和海洋。
成本-收益分析(CBA):一种政策分析的工具,其尝试将某个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货币化以决定其净

收益。
成本-效益分析:一种在给定目标下决定最小成本方法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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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减缓气候改变最有效的手段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全球想要以最小

的成本达到目标,就需要建立国家间的合作手段———如国际间排放交易

协议等。通过市场机制,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最有效地应用气候政策,如
二氧化碳税或者排放许可证的拍卖等。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的收入能够有

效地运用到降低赤字或者减少现有的税收。

资 料 来 源:www.motherjones.com/toc/1997/05/economists-statement-
climate-change。最近一份包括8位社会学或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

家和经济学家的声明是“CallforSwiftandDeepCutsinGreenhouseGasE-
mission”,www.ucsusa.org/global_warming/solutions/big_picture_solutions/

scientists-and-economists.html。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缓解政策,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缓解政

策需要适应性政策的补充。气候改变已经发生了,即使在将来应用关键的缓

解政策,全球变暖和海平面的上升还会继续下去,甚至会持续几个世纪。2 建

立适应性政策的紧迫性和能力在世界各地都不尽相同。世界上的穷人最需要

适应这些政策,但是也就是这些穷人最缺乏必要的资源。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于自然资源严重的依赖性、对改

变的气候有限的适应能力,气候改变的不利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
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贫穷的国家拥有的资源最少,并且最没有能力来适应

环境,因此这些贫穷的国家是最脆弱的。未来在发病率、频率、强度、极端气

候事件(如高温、强降水和干旱等)的持续时间、平均气候的变化等方面都会

威胁贫穷国家的生存条件———进一步地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

平等。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把适应性政策分为7个类别,如

表19.1所示。一些适应性最关键的领域包括水、农业和健康。气候改变会增

加一些地区的降水量,主要是高纬度的阿拉斯加、加拿大、俄罗斯等,但是会降

低其他一些地区的降水量,包括中美洲、北非和南欧等。融雪和冰川径流的减

少会威胁一些地区超过10亿居民的水供给情况,如印度和南美的部分地区。
为了给这些地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需要建立新的储水水坝、增加水利用的效

率和其他一些适应性政策。
改变温度和降水模式对农业的影响巨大。在适度的升温下,一些寒冷地

区的粮食产量预期会提高,包括北美的部分地区,但是预期对农业总的影响是

负的,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这一负影响会增加。在非洲和亚洲,农业的影响预

期最为严重。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开发农作物,使其能够生长在预期的

天气条件下。一些地区应该放弃农业生产,但是另外一些地区应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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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4

表19.1 不同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

部门 采取的措施

水 扩大储水量;扩大海水淡化;增加水使用和灌溉的有效性

农业 调整种植日期和作物多样性;作物再移植;为了应对供水或干旱,改善土地管理

基础设施
易受威胁社区的重新选址;建立和加强堤坝和其他障碍设施;为了应对洪灾,建造

沼泽地;巩固沙丘

人类健康
应对极热天气的健康计划;增加与热病相关的疾病跟踪;做安全饮用水资源受威胁

的演说;增加受危害社区的医疗服务

旅游 重新定位滑雪区域;更多地依靠人造雪

交通 迁移一些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气候改变,制订新的应对标准

能源 加强基础设施分配;呼吁对制冷系统的需求;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使用

  资料来源:IPCC,2007。

气候变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发生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每

年气候改变会导致超过140000多人的死亡,这些人主要位于非洲和东南

亚。5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加强公共健康系统,包括增加教育、疾病监测、疫苗接

种和防范措施。通过昆虫控制、提供蚊帐和充足的卫生可以限制疟疾等热带

疾病的传播。

各种估计都有适应措施的成本。联合国估计,到2030年,适应全球变暖

的总成本将达到年度600亿~1900亿美元。6 虽然水资源、农业和人类健康

的适应性成本在发展中国家较高,但是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的适应性成本将

会更高,因为发达国家现存的基础设施范围更广。报告还强调需要“政策转

变、激励机制、直接金融支持”以鼓励投资结构的转变。

有一份报告重新回顾了这些联合国的估计结果,其结论是当一些之前没

有包括(如旅游和能源)的成本也考虑在内时,估计出来的成本可能会太低。7

另外,2030年以后,气候变暖和其他影响会变得更加严重,此时的适应性成本

趋于增加。在2010年,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2010~2050年的适应性成

本是每年750亿~1000亿美元。8 这份报告也强调了通过发达国家的对外援

助的翻倍,适应性措施的资金能够得到满足,同样也提到促进经济发展也会给

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内部资源以适应全球气候改变。

19.2 气候改变的缓解:经济政策选择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是一个负外部性的例子,这会带来全球范围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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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本。用经济理论术语来说,对于煤、石油、天然气等碳基燃料来说,现在

的市场只考虑私人成本与收益,这样所导致的市场均衡不是社会最优点。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如第12章的讨论,化石燃料的市场价格太低而消费量

太高。

碳税

内化外部成本的一个标准的经济措施是每单位征收污染税。在这个例子

中,被称作碳税⑥(carbontax),即根据生产和使用涉及的碳量对化石燃料征

收相应比例的碳税。这样一种税收将会增加碳基能源的价格,因此也会刺激

消费者整体节约能源(这会降低他们的税收负担),转变能源需求并寻找那些

产生较少碳排放的可替代能源资源(并且以较低的税率纳税)。

随着能源价格升高,碳税转向了消费者。然而,只对几种主要的能源征

税,这些只代表了部分传递的能量的成本(如汽油或者电),更重要的是,在许

多例子中,一种燃料能够被其他燃料替代,整体的价格不会发生波动。消费者

能够通过降低能源使用和购买较少碳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需要大量碳基燃

料的燃烧生产)来应对新的价格。另外,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购买低碳密集型产

品和服务。

碳税激励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通过降低碳密集型燃料的使用来减少税

收。与其他税收活动相反,这能够带来社会效益———降低能源的使用并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因此,随着时间推移,降低税收意味着政策的成功———与税收

政策试图保持稳定或者增加收入是相反的。

表19.2展示了不同水平的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产生的不同影

响。根据能量的含量来计算,以英热(Btus)为单位,煤是最高碳密集型的化石

燃料,而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最低。相对于每个燃料源的标准商业单位,计算

其碳税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项10美元/吨的碳税会使每桶石油的

价格增加1美元左右(专栏19.2讨论了对碳征税和对二氧化碳征税的不同)。

这相当于每加仑大约只有2美分。一项100美元/吨的二氧化碳税等于汽油

的价格每加仑增加大约24美分。即使天然气比石油含有的碳少,其在2012
年相对较低的价格意味着碳税将会大幅度增加其价格。碳税对煤的价格的影

响应该是最大的(一项100美元/吨的碳税会使煤炭的价格增加两倍多)。

⑥ 碳税:每单位的商品和服务的税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基于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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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2 对化石燃料的替代碳税

煤 燃油 天然气

碳的吨数/10亿Btu 25.6 17.0 14.5

碳的吨数/燃料的标准单位 0.574/吨 0.102/加仑 0.015/百万立方英尺

平均价格 (2012) 43.34美元/吨 95.55美元/加仑 3.20美元/百万立方英尺

碳税/燃料的标准单位

10美元/碳的吨数 5.74美元/吨 1.02美元/加仑 0.15美元/百万立方英尺

100美元/碳的吨数 57.42美元/吨 10.15美元/加仑 1.49美元/百万立方英尺

200美元/碳的吨数 114.85美元/吨 20.31美元/加仑 2.98美元/百万立方英尺

碳税占燃料价格的百分比

10美元/碳的吨数 13% 1% 5%

100美元/碳的吨数 132% 11% 47%

200美元/碳的吨数 265% 21% 93%

  资料来源:碳排放的方式是从美国能源部的碳的转换因子获得。燃油价格是2012年8月份世界

平均价格。天然气价格是2012年8月份美国平均价格。煤的价格是2012年8月份美国5种类型煤

的平均价格。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美国能源信息署 (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

注:Btu=英制的热单位。

专栏19.2 碳税转换

通常会产生的混淆在于碳税是对一单位碳征税,还是对一单位二氧

化碳征税。当比较不同的碳税时,我们需要谨慎地用相同的单位表示每

一个税。例如,一位经济学家建议对每吨碳征收100美元的税,而另一位

经济学家建议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35美元。哪一个提出的税收较多?

为了在这两个单位之间转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碳和二氧化碳的

相对分子质量。碳的分子质量是12,而二氧化碳的分子质量是44。因此,

如果我们希望把100美元每吨的碳税转化到每吨二氧化碳的税,我们应该

让税收乘以12/44,或者0.2727。

100×0.2727=27.27(美元)

因此,100美元每吨的碳税等于27美元每吨的二氧化碳税。如果我

们希望转换35美元每吨的二氧化碳税,那么应该让税收乘以44/12,

或3.6667。

35×3.6667=128.33(美元)

因此,35美元每吨的二氧化碳税等于128美元每吨的碳税。对以上

任何一种计算方法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得出35美元每吨的二氧化碳税比

100美元每吨的碳税更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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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税收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出行或者家庭取暖,或者影响工业的化石

燃料使用吗? 这取决于这些燃料的需求弹性。如前面提到的(第3章附录),

需求弹性定义为:

需求弹性=
需要数量的百分比变化

价格的百分比变化

经济学家们测量了不同化石燃料,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弹性。一项研究调

研了所有关于汽车燃料的需求弹性的文章,发现在短期(大约1年或者更短),

弹性平均是-0.2510b,这就意味着在短期,汽油的价格每增加10%预期会减少

2.5%的汽油需求。

在长期(大约5年),人们对汽油价格的上升反应更大,因为他们有时间购

买不同的交通工具、调整驾驶习惯。基于51项研究结果,汽车燃料的长期需

求弹性的平均值是-0.6411。按照表19.2,一个200美元的碳税会使石油价格

增加21%,这将会使汽油的价格每加仑增加48美分。假设零售价是每加仑3
美元,也就是价格增加了16%。一个长期的-0.64的需求弹性,意味着人们

完全有时间对这种价格变化做出调整,汽油的需求将会减少大约10%。

图19.1展示了不同国家汽油价格和每单位消费之间的关系。(因为生产

汽油的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变化,在不同国家汽油价格的变化完全

是由于税收的不同。)我们注意到,这种关系与需求曲线很相似:价格越高,消

费量越低;价格越低,消费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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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阴影区域代表西欧国家价格/消费典型的范围。

  资料来源:GTZ;U.S.能源管理数据库。

图19.1 工业国家的汽油价格与消费量(2009年)

b 最近几年,汽油的短期需求价格弹性大幅下降了。Hugheretal.(2008)估计,2001~2006年的需求
弹性是-0.03~-0.08,可与其估计的1975~1980年的弹性-0.21~-0.34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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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展示的关系与需求曲线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我们观察的是不

同国家的数据,建立需求曲线时需要的“其他方面相同”的假设并不能满足。
例如,需求的不同可能是收入水平不同而不是价格的作用。另外,美国人驾车

的频率可能更高,因为交通距离(特别是在美国西部)比许多欧洲国家都要远,
并且美国可选择的公共交通较少。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清晰的价格/消费

关系。数据显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价格上涨幅度———每加仑0.5~1美元或

者更多———才能大量影响燃料的使用。
汽油税收大幅增加或者一个普遍的碳排放税是否在政治上可行? 特别是

在美国,对汽油和其他燃料征收高税收将面对许多反对声音,特别是如果人们

把这种税收认为是侵犯了他们自由驾驶和使用能源的权利。如图19.1所示,
迄今为止美国的汽油消费量是最高的,而汽油价格是除了中东以外最低的。
但是,让我们关注与大量碳税提议相关的两件事:

第一,收入循环能够使收入从碳税或者其他环境税中转移并降低其他税。
对于高能源税的反对主要来自这样一种观念:能源税是一种额外的税收———
在收入、财产和社会保障税这些支付以外的税收。如果实行碳税的同时减少

收入税或者社会保障税等,这个政策在政治上或许更能被接受。
增加对经济不良状况(如污染)税收,对那些希望鼓励大家做的事情降低

税收(如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符合经济有效性的原则。这将带来收入中性税收

转移⑦(revenue-neutraltaxshift),而不是净税收的增加,人们支付给政府的

税收总量基本不变。一些税收也被用来缓解低收入人群,因为能源成本上升

的负担。
第二,如果这种税收转移确实发生了,那么个人或者企业使用能源会更加

高效,从而在整体上更省钱。能源成本的增高也会激励节能技术创新、刺激新

的市场。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实行高碳税,那么经济上更容易适应。

可交易许可证

替换碳税的选择是可交易碳排放许可证系统,这个系统也称为限额与交

易。碳排放交易计划范围上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一个国际许可证系统

的工作流程如下:
● 给每个国家分配一个定量的碳排放水平。发布的碳排放允许量应该

是理想的国家目标。例如,一个国家现在的碳排放量是4亿吨,政策目标是降

低10%,那么发布的许可证就允许排放3.6亿吨。不同的国家必须达到不同

的目标,也就是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要求达到的(见第19.4节)。

⑦ 收入中性税收转移:通过增加某种产品或活动的税收、降低其他的税收来平衡整体税收水平的政
策,如通过降低收入税来抵消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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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国家的碳排放许可证都分配给了个人碳排放源。在交易计划中

包括所有的碳排放源(例如,所有的机动车辆)是不现实的。在应用许可证时,

尽可能地涉及生产过程的上游并覆盖更多的排放量是最有效的c。许可证可

以分配给最大的碳排放者,如能源公司和制造厂,或者是通过碳基燃料进入生

产过程分配给上游的供应商———石油生产商和进口商、煤矿和天然气钻井厂。

最初,这些许可证根据过去的排放量免费分配,或者通过拍卖分配给出价

最高的拍卖者。正如第16章讨论的,不管许可证如何分配,交易系统的有效

性是相同的。然而,在分配成本和收益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免费分发许可

证基本上是给污染者带来了意外收益,而拍卖许可证给企业带来了真正的成

本,并且会产生公共收入。
● 企业之间可以自由交易许可证。那些排放污染超过许可证量的企业

必须购买额外的许可证,或者面临罚款。同时,那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降低排

放量的公司可以卖出许可证以获得收益。公司通过市场谈判来解决许可证价

格的问题。环保组织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购买许可证并且留下它们———这样

就降低了整体的排放量。
● 企业和国家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减少碳排放量的融资。例如,一家

德国企业从中国获得了安装有效发电设备的融资,这种设备代替了高污染的

煤炭发电厂。

可交易许可证系统鼓励应用最小成本的减排选择,理性的企业将会实施

比许可证的市场价格便宜的减排行动。正如第16章讨论的,这在以较少成本

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方面取得了成功。根据许可证的发布,发
展中国家可以为其能源发展选择一条没有碳排放的道路,把许可证转变成一

种新的出口商品。他们也可以把许可证卖给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很难满足

其减排要求。

虽然政府设定可获得的许可证数量,但是许可证的价格是由市场力量决

定的。在这个例子中,供给曲线固定,或者说是垂直的,位于发布的许可证数

量水平上,如图19.2所示。许可证的供给量设定在Q0。企业对许可证的需

求曲线代表了其愿意支付的价格。反过来,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的许可证价

格等于它们能从碳排放中获得的潜在利润。这与第4章中的观点相似,捕鱼

者愿意支付其潜在的经济利润来获得一个可转让配额。

假设许可证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图19.2表示支付第一个许可证价格

会相当高,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排放来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对于第二个许可

证,那些没有获得第一个许可证的企业会重复出价。成功竞拍到第一个许可

c 这里的“上游”是指生产过程的早期阶段,正如第3章中关于污染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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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企业也会继续竞拍第二个许可证,但是因为其边际利润递减,所以其竞拍

价格也会下降。(也就是说,企业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这属于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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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WTP=意愿支付的价格。

图19.2 碳排放许可证价格的确定

无论是谁赢得第二个许可证,第二个许可证的售价都会降低。这种过程

会持续下去,许可证的售价相继降低,直到最后一个许可证拍卖掉。这个许可

证的售价由图中的P*表示,是市场出清的许可证价格。我们也可以把P*解

释为边际收益或者边际利润,拥有排放Qth
0 单位二氧化碳的权利。

理论上所有的许可证的价格都不同,市场通常被设置成以市场出清价格

卖出所有的许可证。这就是美国酸雨案例,这个案例开始于1995年,并且被

广泛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排放交易方案(如专栏16.1中讨论的)。在这个项目

中,所有有兴趣购买许可证的当事人进行出价,表明其想要购买的量和购买的

价格。无论是谁竞拍的价格最高,都能获得要求的许可证数量。之后,第二高

的出价者获得其要求的许可证数量,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许可证

都分配完。所有的售价都是最后剩下的可获得的许可证的中标价格。这也就

是图19.2中的价格P*。所有低于这个价格的出价都竞拍不到许可证。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每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成本有效的方式来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企业在降低排放量时有不同的选择。图19.3展示了一个企业

有3种减排的策略———替换旧工厂、投资有效率的能源、设立基金来扩大森林

面积以增加生物碳储存量。图中展示了每一种策略的边际减排成本。总的来

说,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这些策略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但是一些选择的边际

成本可能会高于其他的选择,或者边际成本增长速率比其他的更快。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现有的碳排放技术来替换制造工厂是可能的,但是其

边际成本较高———图19.3中的第一幅图。中间的图展示了通过使用更有效

率的能源来减排的成本较低。最后,通过扩大森林面积来增加碳储存的方式

的成本最低。许可证价格P*(图19.2所决定的)管理实施这些策略的相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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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只要一种减排策略的成本低于购买许可证的成本,企业采取这种策略就

是有利可图的。在我们的例子中,扩大森林面积将会被减排的边际成本用于

最大份额的减排,而替换工厂则被用于最小份额的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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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这里的边际成本是假想的。

图19.3 许可证系统下的减排选择

参与这种许可证方案的企业(如果这个项目是国际性的,那么就是国家)

能够自己决定采取多少控制策略,自然会偏好成本最小的方式。企业也可能

会结合不同的手段。在国际项目中,假设一个国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那么这

个国家就有可能拥有过量的许可证,这个国家可以把许可证卖给那些没有低

成本减排方案的国家。净效应将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最低成本的减排技术。

这种系统结合了经济有效性的优势和有保证的结果:整体减排水平达到

所期望的水平。当然,主要的问题是实现对许可证的初始数量的协议和是否

应该免费发放许可证或者拍卖许可证。这个系统也存在测量的问题,是仅仅

计算商业化的碳排放量,还是包括会导致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碳排放量,比如

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排放量变化。

碳税或者总量管制和交易?

关于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手段来减排一直众说纷纭。排碳税和总量管制交

易方法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第16章所讨论的,理论上,排碳税和总量管制都能以最小的总成本

来达到给定的减排水平。两种方法都会给终端消费者带来相同的价格上涨。

两种方法都强烈刺激了创新的动机。假设所有许可证都拍卖售出,两种方法

都给政府增加了相同水平的收入。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运用到生产过程的上流

企业以达到相同排放量。

不过,这两种方法有几点重要的不同。排碳税的优点包括:
● 总的来说,相比较于总量管制交易方法,排碳税更容易理解并且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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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大部分居民和企业熟悉缴税,但是对一个复杂的总量管制交易系统感

到小心翼翼。
● 正如在第16章中看到的,随着技术改变,排碳税能自动进一步减少排

放量。在总量管制交易系统中,技术改变反而会降低许可证的价格。
● 排碳税能更快速地得到应用。如果需要尽快解决气候改变问题,那么

就不需花费许多年来设定总量管制交易的细节。
● 或许排碳税最重要的优点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预测价格。如果企业

和家庭能够知道未来的化石燃料或者其他排放的温室气体的产品的税的多

少,那么他们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资。例如,一个企业是否投资于能源得到高

效利用的加热和冷却系统主要取决于未来化石燃料的预期价格。在总量管制

交易系统中,许可证的价格可以非常不同,这种价格波动⑧(pricevolatility)会
使决策变得困难。相反,排碳税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价格稳定性,特别是如果

排碳税在未来可以实现。
总量管制交易系统的优点如下:
● 即使总量管制交易系统最终会导致消费者和企业的价格增加到相同

的水平,但是它避免了税收的负面性。因此,相比较于排碳税,总量管制交易

系统在政治上会收到较少的反对声音。
● 一些企业可以成功地游说政府免费发放许可证而不是通过拍卖来购

买,因此它们更加偏好总量管制交易系统。在早期阶段总量管制交易系统中,
免费分发许可证能够使政策被企业所接受。

● 总量管制交易系统最大的好处在于因为政府设定了许可证的数量,那
么最终的排放量是确定的。既然政策目标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么总量

管制交易系统能够直接达到目标,而排碳税是通过提高价格间接达到目标。
使用总量管制交易方法,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设定许可证的数量来达到特定

排放量的目的。在排碳税系统中,要想达到特定的排放量目标,就必须不断地

调整税率,这在政治上非常困难。
工具的选择———排碳税还是总量管制交易———主要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

关注价格不确定性还是排放量不确定性。(重新回顾第16章中的价格和数量

工具的讨论。)如果采取的角度是价格确定性是重要的,因为在长期能够更好

地规划,那么排碳税就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政策目标是通过确定减排量的多

少来减排,那么总量控制交易手段就是更好的,虽然它会导致一些价格波动。

其他政策工具:补贴、标准、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

未来,政策障碍会阻碍排碳税和可交易许可证系统的使用。幸运的是,许

⑧ 价格波动:快速和频繁的价格改变,导致市场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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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政策工具也有可能降低碳排放量。即使广泛应用了排碳税或者总量

管制交易系统,为了使碳排放水平低于维持全球气温在可接受的水平,其他的

补充性政策也是必要的。总的来说,政策本身是不够的,但是它们是全面手段

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家已经应用了这些政策。这些政

策包括:
● 从碳基燃料转移补贴到非碳基燃料。如第12章所讨论的,许多国家

对化石燃料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补贴。如果取消这些补贴,就会使可替代的

化石燃料更加具有竞争性优势。如果这些补贴用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以税

收减免的的方式,那么就会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繁荣。
● 低碳燃油经济性标准要求机械设备效率标准⑨(efficiencystandards)

的应用。通过设立标准要求能源更有效或者降低碳使用,有利于改变技术和

实践,使其更加低碳化。
● 研究和开发(R&D)支出促进了替代技术的商业化。政府的研究和开

发项目、对企业可替换能源研究开发项目的税收优惠都能加速商业化。非碳

“逆止器”技术的存在显著降低了政策的经济成本,比如排碳税政策,如果这种

“逆止器”能够和化石燃料竞争,那么排碳税就没有必要了。
● 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technologytransfer)。预计碳排放的增

长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机构为能源发展项目设立了基金,如世界银

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基金可以直接投向非碳能源系统,
其他的基金可以作为补充,专门促进可替代能源的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摆

脱化石燃料密集型的道路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同时取得显著的环境效益。

19.3 气候改变:技术挑战

为了应对气候改变的挑战,需要两种补充性的手段,如排碳税、总量管制

交易、补贴等经济政策工具,用奖励来激励行为的改变。例如,增加汽油的排

碳税会导致许多居民减少开车或者购买更加节能、高效的车辆。我们也可以

从技术视角来看待气候改变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行为视角。经济政策能够为

技术改变创造有利的刺激机制。由排碳税导致高的天然气价格会增加对节能

高效车辆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加会刺激汽车制造公司把投资转向混合动力

车和电动汽车。
从技术视角思考,为了应对气候改变,做什么是有价值的———不单单指对

⑨


效率标准:设定货物的效率标准等法规,如对汽车燃油经济性设立标准。
技术转移:转移技术信息或者设备的过程,特别是发生在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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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更好的理解,还需要对适当的政策获得一些见解。我们现在总结两

个碳减排技术方面著名的分析。

气候稳定契

一些碳减排的建议要求显著的技术进步,比如广泛应用人工光合作用或

者核聚变。这些技术未来的成本和可行性都不确定。我们应该运用哪些现有

的技术或者未来可以实现的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 2004年,物理科学家Ste-

phenPacala和RobertSocolow研究认为,在下一个50年,可以通过扩大现存

的技术来稳定碳排放量。13

图19.4中展示了他们对气候改变的描述(根据他们原来的论文略有更

新)。14在一切照旧(BAU)的情况下,预期未来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加

倍,从每年80亿吨上升到每年160亿吨。他们认为到2060年某一项行动能

把每年的整体排放量降低10亿吨。这些措施能够产生气候稳定契(climate
stabilizationwedge),这会降低在一切照旧情况下的碳排放量。因此,如果采

取8种这样的契,在未来的50年,即使发生了污染扩张和经济增加,碳排放也

会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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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PacalaandSocolow,2004。

图19.4 气候稳定契

之后,他们回顾了一系列技术选择,主要集中于那些在一个工业级别上已

经获得的技术。他们把行动广泛的分为三种类型:增加能源有效性、能源供应

方面的变化、碳储存。总的来说,他们列出了以下15种可能的稳定契:

1.使20亿辆车的燃油效率加倍,从每加仑30英里上升到每加仑60英里

 气候稳定契:由Pacala和Socolow在1994年提出的概念,描述了某些措施使预测的温室气体排放每
个减少10亿吨(减少10亿吨等于1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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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g)。

2.降低全球汽车行驶总英里数,使其减半。

3.在全球范围内对居民楼和商业楼使用最佳效率实践。

4.燃煤发电的效率是今天的2倍。

5.用天然气设备代替1400个燃煤发电厂。

6.从800家煤炭发电厂捕获和储存碳排放。

7.以现在6倍的速度从煤中生产氢,并储存捕获到的二氧化碳。

8.捕获180个煤合成燃料厂的碳并储存其二氧化碳。

9.目前能够代替燃煤发电的全球核能力加倍。

10.相比较于今天,10倍提高全球风力发电能力,大约共200万个大型

风车。

11.使现在全球太阳能发电能力扩大100倍。

12.使用40000平方公里的太阳能电池板为燃料电池汽车产氢。

13.通过建立1/6的世界耕地面积的生物质种植将乙醇生产提高12倍。

14.消除热带森林砍伐。

15.对世界各地的农业土壤进行保护性耕作。

他们提出的这些方式稍微令人怯步,因为这些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

施,而不是在某个国家范围实施。这种全球合作的程度在今天难以达到。同

样,正如图18.10所展示的,保持未来50年碳排放量的稳定并不能保证气候

升温的水平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不应该只实施8种措施,我们还需

要实施10种或者更多。

正如我们在第12章中对能源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主要的挑战不在技

术方面,而在于政治和社会层面。

该选项不是一个白日梦或者一个未经证实的想法。今天,人们可以购买

风力涡轮机、光伏阵列、燃气轮机、核电站生产的电力。人们可以购买碳捕获

的化学生产的氢,购买生物燃料为车发电,也可以购买能提高能源效率的汽

车。人们可以参观砍伐已经停止的热带雨林、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农场、把碳注

入地质储层中的设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个已经在工业范围实施应用了,

并且能在未来50年扩大范围以提供至少一个契。15

需要进行关键的 政 策 改 革 以 在 全 球 范 围 实 施 这 些 措 施。Pacala和

Socolow提到:最重要的是对碳进行合适的定价,他们建议每吨碳应该售价

100~2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7~35美元)。这大约等价于每加仑汽油25
美元。

他们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了减排的路径。如果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的成员在未来50年降低40%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么非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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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国在同一时间内的排放量理论上会增加60%,这将允许他们在保持全

球排放量稳定的同时也有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即使有了这种分配,发展中国

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是 OECD国家的两倍。同样,我们已经提到,稳定的

排放量不足对气候改变产生影响———需要全球整体减排。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

气候稳定措施调查没有呈现每一种措施的成本问题。显然,一些措施可

能会比其他措施更加便宜。由于减排的社会成本,一些措施可能不会为社会

提供净收益。为了更加完整的经济分析,我们需要考虑成本。

另一个著名的分析由麦肯锡公司完成,它估计了在全球范围内对200种

温室气体进行减排选择的成本和碳减排潜能。16之后对不同的选择从最低成

本到最高成本进行排序。经济逻辑是首先应用那些最低成本减排的措施,之
后再实施成本较高的措施。他们的分析结论展示在图19.5中,其成本是以欧

元来估计的,但是他们的分析覆盖了全球范围的减排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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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cKinsey&Company,2007。

图19.5 截至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

需要对这幅图做一些解释。y 轴反映了每种减排的成本,估计的是每年

每吨二氧化碳减排的欧元数(或者其他的气体减排如甲烷等,效果等价于减排

1吨二氧化碳)。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左边到右边的第一个选择是建立绝缘

体。长条的宽度代表可以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建立绝缘的成本是每吨二



第19章 全球气候改变:应对政策
◆483  

氧化碳150欧元。这意味着相比较于现在通过减少能源而节省的成本,建立

绝缘实际上能够省钱。因此,即使我们不关心气候改变和环境问题,根据长期

的财务理由,我们也应该建立建筑绝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有负成本

的行动。例如,车辆燃料效率的提高为每吨二氧化碳节省了40~120欧元。

与一切照旧的情况相比,如果我们从左边开始应用这些政策,X轴是累计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我们要应用所有负成本的选择,包括提高空调、照
明系统和水加热系统的效率等,二氧化碳总量大约每年减排50亿吨,这些都

能够省钱。

移动到图中的右边,行动就有了正的成本。换句话说,对于这些行动来

说,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时需要花费成本。图19.5展示了所有成本低于40
欧元的减排行动,包括扩大风能、扩展核能、提高森林管理和保护、应用碳捕获

和储存(CCS)。d

如果这些行动全部付诸实施,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减少260亿吨。

现在每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是500亿吨,到2030年预计会增加到

700亿吨。因此,采取这些行动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是每年440亿吨,而
不是700亿吨———这比现在的排放量还要低60亿吨。也可以采取进一步的

减排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本较高,特别是通过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的方式

(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带来的成本的减少)。这种方法与科学家们

如何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是一致的,也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推荐。

图19.5中所有措施的总成本(也考虑到有些措施实际上是省钱的)少于

2030年全球GDP的1%。报告显示,如果推迟10年再行动,那么就很难保持

气温上升在2℃以内。

图19.5中有四种政策建议可以达到减排的目的:
● 对建筑效率和车辆效率建立严格的技术标准。理想地,消费者和生产者会做出使

其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定。然而,图19.5表明人们经常无法利用许多能节约成本的

措施。执行效率标准可以保证人们采取有效的行动。例如,美国在2007年通过法规要求

从2012年开始灯泡需要达到一定的效率标准;2011年,汽车的效率标准也明显收紧了(见

第12章)。

● 建立长期的刺激机制,以激励能源生产商和企业投资并且有效地利用技术。

● 通过经济刺激和其他政策为新的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政府支持。

● 确保森林和农业的有效管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17

我们再次看到,制定碳价格是政策方针的一部分。排碳税和总量管制交

易程序会为图19.5中的行动创造激励机制,但是不能确保这些行动发生。理

d 低渗透风能是指扩大风能可提供10%的电力供应,而高渗透风能指的是以稍微较高的成本进一步
扩大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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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即使在没有碳价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使用所有的负成本的措施,
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做。标准和要求是碳价格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其可以确保

采取成本有效的行动。潜在的政策包括家电、照明和建筑保温能效标准。
这些减排成本曲线有多可靠? 因为高估或者低估一些成本,McKinsey

的研究一直受到批评。一些行动虽然在技术上可行,例如,从农业和森林的角

度减排,但是会因为政策和机构障碍很难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像 McKinsey
的研究中所展现的减排成本曲线证明了一个原则:应该采取低成本或者没有

成本的行动来减排。因此,排放量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以一个中等的成

本水平大幅减少排放水平,使其低于目前的水平。

19.4 实践中的气候改变政策

气候改变是一个国际环境问题。因为单方面减排会带来显著的成本(至
少在短期),对总排放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如果其他的国家不同意减

排相同的量,那么单独一个国家减少其自身排放量的几率会很小。因此,需要

设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将全球排放量从

50%减少到80%。
最全面的气候改变的国际合约是《京都议定书》,而此议定书现在已经到

期了。该条约下的工业国家同意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主要相比较于在

1990年设定的基准排放量。例如,美国同意7%的减排水平,法国为8%,日
本为6%。这个条约没有要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目标,这是

美国和其他国家抗议的一个原因。
到2012年,已经有191个国家签署并认可《京都议定书》。美国是唯一一

个签署了该条约但是没有执行的国家。在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了《京都议

定书》,宣称谈判破裂并且需要一个新的方法。尽管美国退出了,但是从俄罗

斯在2004年11月执行以后,2005年该条约开始生效。
为了通过成本有效的方式来达到这个议定书的目标,条约包括了三种“灵

活机制”。第一种是排放许可证在国家间的交易由特定的目标约束。因此,一
个国家如果不能达到减排目标就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许可证,其他国家能够

把排放水平维持在要求的目标以下。
第二种机制是共同减排(jointimplementation),一个工业化国家从其

他的受减排目标约束的国家中获得贷款来为其减排项目提供资金,这种情况

 共同减排:国家之间设立的共同减排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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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现在传统的国家,如俄罗斯、立陶宛。第三种机制是清洁发展机制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工业化国家可以从不受特定减排目

标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获得贷款来为其减排项目提供资金。

在本书写作期间(2013年早期),《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全部参与国家整体

减排5%的目标已经实现了。然而,正如我们在图19.6中看到的,每个国家的

结果都不同。该图比较了每个国家从基准年到2010年间的目标减排量和实

际减排量。例如,德国在《京都议定书》下的目标减排量是8%,但是到2010
年其减排量达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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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包括土地使用和林业调整。

  资料来源:UNFCCC温室气体数据来自于http://unfccc.int/ghg_data/ghg_data_unfccc/items/

4146.php。

图19.6 部分国家达成《京都议定书》目标的进程(2010年)

其他达到目标的国家包括法国、俄罗斯和英国。俄罗斯减排量的急剧降

低是因为其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而不是因为实施减排政策。如

果没有俄罗斯减排量的明显下降,显然不能达到整体的议定书的目标。在灵

活机制下俄罗斯能够通过交易减排量来获得收入,但是这些减排量的减少不

会发生了。

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和

瑞典。2011年12月,因为不能履行义务,加拿大正式退出了该协议。当美国

开始签署协议时,同意相比较于1990年的基准水平减排7%,但是到2010年

美国的排放水平实际上升了8%。另外,《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没有设

 清洁发展机制(CDM):《京都议定书》的一项内容,允许工业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来减少其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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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约束,这就意味着全球的排放量继续上升,如图18.1所示。

那些没有履行承诺的国家需要在京都议定书承诺期以后的时间继续弥

补。如表19.3所示,为起草一个成功的《京都议定书》,谈判已经进行了好几

年。以前的国际气候改变协议设定了最后期限以达成《后京都协议》,但是没

有成功。现在似乎到2020年以前不可能再签订一个国际协议了。

表19.3 国际气候谈判的重大事件

时间与地点 成果

1992,RiodeJaneiro
协商从UNFCCC完成框架下开始。国家同意自愿地减少排放以“共有的但

是有区别的责任”。

1995,Berlin
第一个各成员国的年会,以“COP”命名。美国同意免除发展中国家的捆绑

责任。

1997,Kyoto
COP 3方同意《京都议定书》。在2008~2012年期间,相对于基准排放,命

令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00,TheHague
克林顿政府和西方关于COP 6条款产生分歧,主要集中于农作物和森林的

碳储汇。谈判最终破裂。

2001,Bonn
COP 6谈判第二轮是关于承诺和资金。然而,这时布什政府拒绝《京都议

定书》并且成为了唯一的谈判观察方。

2004,BuenosAires
美国拒绝关于《后京都协议》的正式谈判。COP 10方设法进行非正式

会谈。

2007,Ball COP 13方同意制定《后京都协议》的谈判日程,即截至2009年年末。

2009,Copenhagen

COP 15方制作一份《后京都协议》的书面材料失败。然而,它宣称2℃之内

的限制气候变暖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发达国家许诺给发展

中国家提供每年300亿美元的资金,到2020年增加到1000亿美元。

2010,Cancun
各国为了在哥本哈根达成的“GreenClimateFund”的具体细节会面。框架是

为了在2011年设定一份可能的新的书面协议。

2011,Durban
COP 17参与国同意尽可能早地采用一份全球性的气候改变协议,不晚于

2015年,有效期到2020年。

在诸多意见分歧中,最主要的争议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被强制减排。

虽然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为了合适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参与国都

应该同意减排,对那些强制减排的发展中国家限制其经济发展,这会加重现有

的全球不平等现象。

虽然国际协议的进程继续萎缩,但是气候改变的其他政策已经付诸实践,

从跨国协议到个别自治市。欧盟为了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中的责任,建立

了一个碳交易系统,这个系统在2005年开始实施(见专栏19.3)。有许多国家

已经运用了排碳税,包括印度的全国范围煤炭税(2010年实施,大约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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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南非基于碳排放量设定的新型交通工具税(也是发布于2010年),哥斯达

黎加发布的燃料税(发布于1997年),加拿大的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

伯塔省当地的排碳税,这些税适用于大型发射器或发动机燃料。

作为《京都议定书》进程一部分的国际谈判遵循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协

定,也促成了来自于森林砍伐和退化的减排(ReductionofEmissionsfrom
DeforestationandDegradation,REDD)项目的运用。由于毁林和森林退化,

2010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减少排放,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

REDD-plus的机制。协议强调为发展中国家设立基金以使其能够采取行动

缓解气候改变,包括为REDD-plus、适应、技术发展和转移和能力建设等提供

大量资金。

美国没有国家级别的气候改变经济政策,但是有许多州级和地方级的举

措来减少排放量。2008年以来多个州的区域协议已经到位。区域温室气体

减排行动(RGGI)是一个减排的总量管制交易程序,来自美国东北部9个州的

发电厂。18许可证主要通过拍卖售出(一些是以固定价格卖出的),所得用于基

金投资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上。到2011年大约集资10亿美元,参与的州

称其排放量大约是允许排放目标的50%,这些将会给能源效率项目带来额外

的收益。19许可证拍卖的价格是每吨二氧化碳2~4美元。

其他区域的举措,其中包括西部州和中西部的州,已经步履蹒跚,因为大

多数州已经决定退出该程序。但是在2013年早期,加利福尼亚州发起了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量管制交易机制,“建立一个州际范围的总排放量为

162.8百万公吨二氧化碳的限制,设定350家企业每年25000公吨二氧化碳的

排放配额。大部分的津贴将免费发放给公司,但是一些许可证会拍卖掉,任何

公司超过其总量限额就必须购买额外的许可证来满足其超过的量”。20

在当地水平上,大约有1000位美国市长签署了市长的气候保护协议。21

在这个自愿性计划下,城市同意:
● 在自己的社区努力达成或者超过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
● 要求州和联邦政府发布政策来达到或者超过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中

的目标。
● 要求国会发布温室气体减排规定,包括国家的总量交易管制程序。

 来自于森林砍伐和退化的减排(REDD):一个联合国的项目,采用气候谈判的京都协议过程的一部
分,通过对森林的保护和可持续土地利用的资金来达到减少毁林排放和土地退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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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经济政策建议

在这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考虑三种特定的气候改变政策的经济建议:美国

排碳税、全球总量交易管制系统、气候变化融资的国际分析。虽然没有政府严

肃考虑过这些建议,但是它们运用税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应用的经济理论,并

且对于为了实现重大减排目标而需要时间的政策种类给出了一些政策观点,

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主张(见图18.10)。

美国的一个分布式的中性碳税

在发达国家对碳排放设定价格将会给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带来不平等的

影响。特别地,排碳税将会是递减税,也就意味着由于排碳税是一种占收入百

分比的税,所以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比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大。原因是低收

入家庭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碳密集产品上,如汽油、电和加热燃料。因

此,如果只实行一种排碳税,那么将会使整体的收入水平不平等。

排碳税并不意味着整体的税收水平会上升。反之,应用排碳税也就意味

着其他的一种或多种现存的税收会降低,因而由家庭平均支付的整体税收水

平保持不变。因此,排碳税是收入中性的,也就是说,整体的政府税收水平不

会改变。

然而,分配的影响取决于降低哪种税收。一些是递减税(regressive

tax),严重地影响了低收入家庭,其他一些是递增税(progressivetaxes),严

重地影响了高收入家庭。给定一种税收是递减的,会加剧不平等,我们可能不

会想要通过降低递增税收来获得这些递减税收,因为这些税收主要有益于高

收入家庭,并且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因此,大部分建议都是通过减少递减的税

收来达到收入中性。在美国,递减税收包括销售税、工资税、特许权税e。是不

是这些税收中的某个降低了,排碳税的整体分配就会在收入水平上相对保持

不变呢?

GilbertMetcalf做了一项经济研究,发现用工资税的减少来抵消碳税会

带来一个近似中性(distributionallyneutraltaxshift)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对

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占收入的百分比基本上相同。22Metcalf的研究通过假设





e 特许权税指的是一些特定产品的税收,如香烟和酒精。
递减税:税率(占收入的百分比)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递减。
递增税:高收入水平拥有高收入份额的税收。
分布式中性税收转移:税收模式改变,收入分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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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的每吨15美元二氧化碳的排碳税应用于煤、天然气和石油产品。作为一

种上游税,该税收会强加在煤矿、天然气井口和石油精炼厂上。任何下游的碳

捕获和储存都能获得结余。

Metcalf通过一种制造流程的经济模型估计:上游税收将会使很多产品的

价格上升。之后,他使用消费者支出数据,估计出排碳税给不同收入的家庭带

来的成本。表19.4展示了这种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排碳税的平均年度家庭

成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范围从低收入家庭的276美元到高收入家庭的

1224美元。f但是,作为收入的百分比,成本占低收入家庭的百分比是3.4%,

而占高收入家庭的百分比却仅仅是0.8%。因此,单独的排碳税是递减税。

表19.4 美国的分布式中性税收

收入级别

年均家庭收入变化

平均的碳

税成本(美元)

平均工资

税收信用(美元)

净效果

(美元)

净效果

(收入的百分比)

1(最低) -276 208 -68 -0.7%

2 -404 284 -120 -1.0%

3 -485 428 -57 -0.2%

4 -551 557 +6 +0.1%

5 -642 668 +26 +0.1%

6 -691 805 +115 +0.3%

7 -781 915 +135 +0.2%

8 -883 982 +99 +0.2%

9 -965 1035 +70 +0.0%

10(最高) -1224 1093 -130 -0.0%

  资料来源:Metcalf,2007.

Metcalf建议,可以为每个工人的工资税提供一个每年每人560美元(这

个数量可以使税收整体的影响为收入中性的g)的税收抵免来抵消排碳税。对

于高收入家庭来说,这种减免仅仅是收入的1%或者更低。表19.4展示了抵

免的平均额为200~1000美元,这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

税收抵免与排碳税对不同家庭群体的影响非常相似。对于任何家庭来

说,既考虑排碳税又考虑税收抵免时的净影响不会超过135美元的平均值。

中上水平的家庭往往会略微领先,低收入家庭会略微损失。但是总的影响分

f 等分指的是分为人口的10%的一组。
g 美国的工资税是成为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基金的税收。在2012年,该税收占工人第一个110100

美元收入的15.3%。该税收由雇员和雇主平均承担,每一方各承担7.65%。由于经济下滑,员工的税收暂时
下降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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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本上是中性的。政府会采取一些轻微调整来减少对低收入家庭的负影

响。因此,Metcalf的研究证明了美国的排碳税在不降低整体税收或者不会对

不同收入群体有不相称的影响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

地球大气信托

正因为一个国家的排碳税有递减的影响,一个国际气候改变协议可能会

损害世界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个全球的碳价格,即使这个价格很低,也会

转化成每个人必须承受的高成本。正如之前提到的,如果一个有约束力的国

际条约会限制发展中国家亟须的经济增长,那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动机去同意

这种条约。
正如第4章所讨论的,大气是一种全球性公共物品。因此,没有哪一个个

体、组织或者国家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权利排放污染物。另外,如第3章中讨论

的,应该给碳排放量的负外部性定价以弥补对各方造成的损失。在碳排放的

情况中,外部各方指的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一个宏伟的对地球大气信托(EarthAtmosphericTrust)的提议就是基

于这个原则23。该政策主要包括6个主要特点:

1.对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一个全球的总量管制交易系统。许可证设

立在上游,尽可能地接近制造过程的开端。

2.以最高价格拍卖掉所有的许可证。许可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与想要

购买的买家交易。

3.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许可证的数量,以使大气中的稳定的温室气体

累积量达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理想上大约是450ppm 二氧化碳当量或者

更低。

4.把拍卖所得收入存入地球大气信托中,这个信托由一家非政府组织管

理,其任务是保护地球的气候,由长期的受托人组成。

5.作为一个每年人均支付,把信托的一部分返还给地球上的所有人。这

种支付作为每年碳排放的补偿。给定每一个人都有相等的享受大气的权利,
每一个人的支付量都应该相同。

6.使用信托剩余的部分来保护大气、鼓励技术创新和管理该信托。
虽然这种提议基于既定的经济原则,但还是面临着巨大的行政和政治障

碍。一个温室气体的总量管制交易系统的组织工作令人生畏,对地球上所有

人都分配一个年度支出更是具有挑战。作者建议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或者电子

输送机制的人们可以通过小额信贷机构获得其应得的收入。对于世界上的富

 地球大气信托:一个解决全球气候改变的建议,包括一个全球的拍卖许可证的总量管制交易系统和
一个全球人均退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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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这笔支出相对很少,但是对于世界上的穷人来说,这笔支出可以提供

一个显著的经济效益———足以使很多人摆脱绝对贫困。

一些补充性的分析研究了这个提议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普通人m。在

20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是32Gt,这还不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作者

建议合适的碳价格应该是每吨二氧化碳20~80美元。因此,这个信托能够获

得每年6000亿~2600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其他的温室气体也包括在内,这
项收入会更多。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份额,这一收入占全球经济的1%~4%。

作者建议,作为一种均等的年度支出,把拍卖所得的收入的一半返还给地

球上的每一个人。如果有70亿人,那么年度支出是每人43~183美元,这取

决于碳的价格。对于发达国家的居民,这个收入相对较少。但是对于发展中

国家的居民,可以大大增加其年收入。考虑到全球贫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

大约是300~900美元之间。因此,这个支出能够显著地降低生活在赤贫水平

的人的数量。

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个全球的总量管制交易系统的成本。每吨二氧化碳

20~80美元的碳价格会增加最终产品的价格。可以通过简单地把人均碳排

放量乘以一个国家的碳排放价格来估计这个系统对普通人的影响。例如,美
国的人均排放量是18.1吨二氧化碳。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是20~80美元,

这就转化为每年增加的成本是362~1448美元。就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

们一样,美国人也会有一个年度为43~183美元的收益。因此,普通的美国人

最终是赔钱的,因为年度的收益并不足以抵消碳价格的成本。

表19.5估计了信托对不同国家普通居民的影响,基于假设碳价格为每吨

二氧化碳80美元。越高的价格就会给消费者带来越高的成本(相对于一个

20美元的税收),但是也会带来较高的拍卖收入和较高的年度支出,这也就意

味着贫穷国家更大程度的减贫。基于以上内容,碳价格产生26000亿美元的

年度收入,相当于全球GDP的4%。按照Stern评论所说,为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适当反应的必要的资金是全球GDP的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返

还1/3的收入作为年度人均派息,应该是274美元。

表19.5的结果表明一些国家获得了净收益,而一些国家获得了净损失。

以印度为例,其年度人均排放量是1.4吨。每吨二氧化碳80美元的碳价格带

来了人均112美元的成本。然而,每一个人每年都会获得274美元的派息,因
此他们每年补贴162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是1489美元,这相当于11%的

净利润收益。相反,中国获得的是净损失,因为其人均碳排放量相对较高———

等于法国的排放量,而中国的人均GDP相对较低。巴西的人均GDP比中国

m 这个调查是基于Barnes等人描述的方法,但是使用了美国能源情报署更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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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获得了净收益,而其排放量相对较低。

表19.5 地球大气信托对不同国家的平均影响

国家
人均GDP(美元)

(2011)

人均CO2

排放量(吨)

人均碳价格的成本

(80美元/吨)

年度派息

后的净效果(美元)

巴西 12594 2.3 184 +90

中国 5430 6.3 504 -230

法国 42377 6.2 496 -222

德国 43689 9.6 768 -494

印度 1489 1.4 112 +162

墨西哥 10064 4.0 320 -46

俄罗斯 13089 11.7 938 -662

土耳其 10498 3.4 272 +2

乌干达 487 0.1 8 +266

美国 48442 18.1 1448 -1174

  注:GDP=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最穷的国家是最大的获益者。在乌干达,碳价格是最低的,因为普通人对

化石燃料的使用非常少。乌干达266美元的平均的净收益使收入增加了

50%还多,这足以使人们的经济情况发生巨大的改变。美国的普通民众有非

常高的排放量,即使受到了年度派息补贴,也会损失1000美元。因此,这个

计划会在提高贫穷国家补贴的同时刺激富裕国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当

然,在政治上很难说服富裕国家接受一个会使其民众获得净损失的计划。

平均估计一个人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他/她的收入水平和化石燃料的使用。

当然,个人也可以采取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也就会降低其成本。为了

判断这个计划的总影响,人们也需要考虑降低排放的长期好处。

温室气体发展权

最后一个经济建议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对待气候变化的挑战。不是集

中于应用排碳税或者总量交易管制系统,而集中于不同国家支付必要的缓解

和适应性成本的责任。温室气体发展权(greenhousedevelopmentrights,

GDR)仅仅讨论那些生活在一定发展经济门槛之上的人有责任解决气候改变

的问题24。那些生活在这个门槛之下的人们应该集中于经济增长,而不是任

何气候责任。

 温室气体发展权(GDR):对于过去排放的温室气体分配责任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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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分析本质上是用一种方法来安排不同国家在为气候改变和适应性

基金提供资金方面的责任。它考虑两个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
● 能力:一个国家提供资金的能力建立在其GDP的基础上,但是低于定

义的发展门槛之下的收入排除在外。GDP分析设定的发展门槛是人均7500
美元,这个水平能够使人们避免严重的贫困问题,如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高、

低学历等。图19.7用中国的例子展示了这个概念。这个图示反映了中国的

收入分配曲线,开始于低收入的人,随着收入增加向右移动。所有低于7500
美元发展门槛的收入都从中国的能力中排除掉。在发展门槛线之上的区域代

表了中国为气候改变提供资金的总能力。
● 责任:GDR方法把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定义为一个国家1990年以后

的累计排放量,基准年的使用与《京都议定书》相同。就像是能力评定那样,与
消费相关的排放量低于发展门槛就被排除在责任之外。因此,如果一个国家

的排放量主要来自于为了维持生活的加热和烹饪的生物质燃烧,那么这个国

家就不为这些排放负责。每个国家占全球责任的份额等于其累计排放量除以

全球总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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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aeretal.,2008.
图19.7 中国的气候改变能力,温室气体发展权框架

结果表明,每个国家占全球能力和责任的份额。责任-能力指数(RCI)

是这两个值的加权平均。RCI代表每一个国家为应对气候改变而提供资金的

责任。

选择的国家和区域的结果展示在表19.6中。美国是至今为止对排放量

有最大的累积责任的国家,在解决气候变化时的分配份额占全球的1/3。欧

盟的份额超过1/4。日本被要求提供8%的资金支持,中国大约是6%,俄罗

斯大约为4%。最不发达的国家被要求承担一个微不足道的份额。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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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这些份额会随之改变,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比例会增加,并且

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假设其经济成功发展)也随之增加。

表19.6   责任能力指标,温室气体发展权利框架(部分国家/区域)(占全球的百分比)

国家或地区 人口 能力 责任 RCI

美国 4.5 29.7 36.4 33.1

欧盟27成员国 7.3 28.8 22.6 25.7

日本 1.9 8.3 7.3 7.8

中国 19.7 5.8 5.2 5.5

俄罗斯 2.0 2.7 4.9 3.8

巴西 2.9 2.3 1.1 1.7

墨西哥 1.6 1.8 1.4 1.6

南非 0.7 0.6 1.3 1.0

印度 17.2 0.7 0.3 0.5

最不发达国家 11.7 0.1 0.04 0.1

  资料来源:Baeretal.,2007。

就像地球大气信托一样,在今天的环境下,GDR建立在政治上似乎是不

可行的。然而,作者认为已经到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

人们可能会质疑,这样的一种手段在政治上是否是现实的? 这些手段把

气候改变的挑战与发展的挑战结合到一起,这样做使其变得更加具有压倒性。

我们的回应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我们还面临严重的气候危机吗? 在我们之

前的其他人所指出的,今天的现实主义的外部边界仍远低于科学必要性的内

边界。

底线是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全球合作的水平,那么2℃的紧急通道或者

其他将会快速地退出范围。气候改变是个威胁———或许是人类的第一个这样

的威胁———需要合作,即使在贫富差距存在的情况下。25

19.6 结论

气候改变是一个体现出本书许多分析的问题,包括外部性、共同财产资

源、公共物品、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时间推移来分配资源等。它包括

经济、科学、政治和技术的考量。只有经济分析不能充分地应对这个范畴的问

题,但是经济理论和政策在提供解决方案时能提供很多支持。

相比较于现在已经达到的,一个有效的应对气候改变的措施需要全球范

围内更加彻底的行动。但是,不管我们是否在讨论当地的行动或者广泛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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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方案,我们都不能忽略经济分析的问题。在缓解或者适应气候改变时,有能

力转换能源使用、工业发展、收入分配模式的经济政策工具是非常必要的。正

如第18章中提到的,气候改变的证据已经很明显了,随着排放累积量继续增

加,这个问题有可能变得更加紧迫。经济分析的工具作为全球努力应对持续

危机的方式,能够提供关键的见解。

总结

应对气候改变的政策可以是预防性的或者适应性的。最广泛讨论的政

策是排碳税,这一税收能够显著降低最高碳排放的化石燃料的使用。从中

获得的收入可以被用来降低其他经济方面的税收,或者这些税收可以被用

来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由于更高的能源和商品成本,这些人群损失最大。

另一个政策选择是可交易碳许可证,企业和国家根据其碳排放水平来决定

买卖这些许可证。这两个政策在经济效率方面都有优势,但是很难获得必

要的政治支持来应用这些政策。其他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从化石燃料转移

补贴到可再生能源中、加强能源效率标准、增加可替换能源技术方面的研究

和开发等。

按照气候稳定方法的观点,通过扩大现有的技术能够稳定全球的碳排放

量。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展示了减少碳排放量、节省家庭和企业资金的行

动存在的许多机会成本。成本曲线的一种应用是效率标准,这是对碳价格政

策很好的补充。

通过工业化国家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开始实

施,但是美国拒绝参加。最终结果表明,所有的《京都议定书》目标都实现了,

这是因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经济下滑。《京都议定书》的继承方案

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如何分配减排方

案时意见不统一。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未来合适的气候改变的政策需要美

国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

许多精心设计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国家和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潜在

蓝图。例如,美国的排碳税通过设计后可以是收入中性和分配中性的。地球

大气信托建议更加雄心勃勃,它认为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能够同时解决

气候改变和全球贫困问题。最后,温室气体发展权框架根据每一个国家以前

的排放量设定责任,根据经济情况设定能力来分配应对气候改变需要提供的

资金,并且这个措施能让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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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你更偏好哪种气候改变的经济政策:排碳税还是总量管制交易系统?
为什么? 政策有效实施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2.气候改变政策能够集中于改变行为或者改变技术。你认为哪种方法更

加有效? 哪种政策能够分别鼓励以上两种改变?

3.制定和实施国际协议进程一直受到分歧和僵局的困扰。在政策实施方

面,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从经济的角度看,哪种激励能够引起国家参与并执行

条约? 可以设计何种“双赢”的政策来克服谈判壁垒?

练习题

1.假设在一个国际条约的约束下,美国需要减少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巴西需要减少0.5亿吨。

以下是美国和巴西可以采取的减少排放量的政策选择:
美国:

政策选择 减少的总排放量(百万吨碳) 成本(十亿美元)

A:效率机器 60 12

B:植树造林 40 20

C:取代燃煤发电 120 30

巴西:

政策选择 减少的总排放量(百万吨碳) 成本(十亿美元)

A:效率机器 50 20

B:植树造林 30 3

C:取代燃煤发电 40 8

A: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若要达到减排目标,哪种政策是最有效的? 如果

这两个国家必须独立操作,那么通过每种政策能够减少多少排放量? 花费多

少成本? 假设以一个固定的成本实现这些政策选择。例如,美国可以选择通

过效率机器设备减少0.1亿吨的碳排放量,成本是20亿美元。(提示:首先计

算六种政策减少每吨排放量的平均成本。)

B:假设美国和巴西有一个可交易许可证系统,该系统允许两个国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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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谁有兴趣购买许可证? 谁有兴趣售卖许可证? 在美国

和巴西之间能达成什么协议使它们以最小的成本完成2.5亿吨的减排目标?

你能估计出排放1吨二氧化碳的许可证的价格范围吗? (提示:使用问题中第

一部分计算出来的平均成本。)

2.假设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在加热和交通方面的年度消费水平是2000
加仑,天然气的消费是 Mcf(千立方英尺)。使用表19.2给出的排碳税的影响

的数据,如果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年需要支付额外的每吨碳排放10美元的税

收,计算每年需要支付多少钱。(一桶油为42加仑)假设这个相对较小的税收

不会引起油和使用消费的减少。如果美国有1亿的家庭,美国财政部通过这

个排碳税能够增加多少收入?

国家能够从每吨碳排放200美元的税收中获得多少收入? 考虑提高价格

对消费的影响———合理的假设消费弹性是:一个每吨碳排放200美元的税收

能够引起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减少20%。政府将如何使用这些收入? 这会对

普通家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讨论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不同。

注释

1.Stern,2007.
2.IPCC,2007,46.
3.AfricanDevelopmentBanketal.,2003,1.
4.Cline,2007;U.S.GlobalChangeResearchProgram,2009,Agricul-

tureChapter.
5.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09.
6.UNFCCC,2007.
7.Parryetal.,2009.
8.WorldBank,2010.
9.DowerandZimmerman,1992.
10.Goodwinetal.,2004.
11.Ibid.
12.Carbontaxadvantagessummarizedfromwww.carbontax.org/faq/.
13.PacalaandSocolow,2004.
14.Seehttp://cmi.princeton.edu/wedges/intro.php.
15.SocolowandPacala,2006.
16.McKinsey&Company,2007and2009.



◆498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现代方法


17.Ibid.
18.www.rgg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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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扩张的贸易对环境有哪些影响?
● 区域和全球的贸易协议应该包含环境保护的内容吗?
● 哪些政策能够促进可持续贸易?

20.1 贸易的环境影响

世界贸易扩张使人们开始关注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贸易对环境

的作用是好是坏? 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出口商品

和进口商品的生产经常会产生环境影响。随着贸易的扩大,这些影响是增加

还是减少? 它们将如何影响出口国家、进口国家或者整个世界? 谁应该对贸

易引起的环境问题负责? 最近几年,这些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991年,墨西哥政府挑战了一项美国法律,这项法律禁止从墨西哥进口

金枪鱼,国际关注首次集中到了这些问题上。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禁

止那些会杀死大量海豚的捕获金枪鱼的方法,并且禁止从那些采用这种捕鱼

方法的国家进口金枪鱼。墨西哥政府认为美国法律违背了关贸总协定①

(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GATT)的条约。

按照GATT的基础原则和1994年出现的后续原则:根据自由贸易的准

则,世界贸易组织②(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的国家不能限制进口,

除非出现那些保护本国居民健康或者安全的情况。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小组

裁定:美国不能用本国的法律来保护超出自己领土界限的海豚。

①

②

关贸总协定(GATT):为了逐渐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提供框架的多边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组
织的前身。

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来扩大贸易的一个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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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西哥没有敦促这个决定的执行,但是这个金枪鱼/海豚的决定引起

了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巨大争议。在1999年一个相似的例子中,WTO裁

定:美国不能禁止从那些采用杀死濒危海龟的捕鱼方式的国家进口虾。

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带来了一系列不同视角的对国际环境问题的辩论,

包括森林保护、臭氧耗损、有害废物和全球气候改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与国

际贸易有关,如果某个国家禁止使用贸易措施来保护全球环境,如何才能制定

有效的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标准经济

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扩大的贸易总的来说是有益的,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

和贸易国财富的增加。但是,如果扩大的贸易会损害环境,又会如何呢?

在国家的水平上,应对环境影响标准的经济政策时,应采用那些能够把外

部性内化的政策,正如之前章节讨论的。然而,这在国际上是混乱的。与贸易

相关的环境外部性的压力主要应该由出口国、进口国和其他不是直接参与生

产或销售产品的国家来承担。当局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的情况通常只存在于

国家层面。这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环境影响是跨国的,因为大部分国际

贸易条约没有建立环境保护的规定。

竞争优势和环境外部性

我们使用经济理论来分析与贸易的环境影响有关的获利和损失。比较性

优势③(comparativeadvantage)的理论告诉我们,通过那些能够以最高的效率

生产的产品,贸易参与双方都能从贸易中获益。这个基本理论并没有考虑与

产品生产或者消费相关的环境外部性④(environmentalexternalities)。观察

图20.1,图中以汽车作为例子来研究进口商品的福利效应。

A B

Q1 Q2

Pw

Q*

P*

!D�F

��L!

���4��

图20.1 进口汽车的获利和损失

在贸易不存在的情况下,本国的供给和需求在Q*点达到均衡,国内价格

③
④

比较性优势:通过生产那些能够相对有效的产品,贸易参与双方都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的理论。
环境外部性:影响环境的外部性,如污染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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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P*。通过交易,进口国的汽车生产和消费都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任何

贸易壁垒,可以按照Pw 的价格进口汽车,这个价格显然低于国内价格。a 随着

国内生产商逐渐失去市场份额,国内产量下降到Q1,然而,为应对更低的价

格,国内消费者扩大购买汽车,国内消费水平上升到Q2。进口的数量表示为

(Q2-Q1)'。
贸易如何影响国内经济福利情况? 使用第3章描述的福利分析,我们能

够说国内汽车生产商的福利水平下降至区域A,因为他们现在以更低的价格

销售更少的汽车。国内消费者增加了区域A+B的福利,因为他们在贸易后

能够以相同的低价购买更多的汽车。因此,净收益是(A+B)-A=B。

但是,这种计算遗漏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外部性。如图20.2所示,图中

增加了两条不同类型的环境外部性曲线:由汽车生产引起的生产外部性⑤

(productionexternalities)和汽车使用导致的消费外部性⑥(consumptionex-
ternalities)。b 生产外部性表示为供给曲线成本增加,消费外部性表示为需求

曲线收益降低。贸易产生的福利影响由C和F阴影部分表示。国内生产的

减少意味着国家通过环境成本的降低获得了区域C的收益。然而,增加的汽

车消费和使用导致增加的环境损失面积等于区域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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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 进口汽车的环境影响

这对贸易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基本的没有外部性的贸易例子中,我们

可以明确要求贸易获利⑦(gainsfromtrade)。即使一个群体(汽车制造商)发
生损失,消费者收益也会多于这些损失。然而,在介绍完外部性之后,我们将

不再确信从贸易中一定能获得净收益,而是取决于自然和环境损害C和F的

⑤
⑥
⑦

a 这个例子展示了相对较小的国家的贸易,这些国家的需求对全球价格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全
球价格是固定的(技术上,在价格PW 上的一个无限弹性的供给曲线)。对于那些能够影响全球价格的国家,
全球供给曲线应该是向上倾斜的。
b 在第3章,我们结合了这两种类型的外部性。在这里,因为生产和消费能够在不同国家产生,所以

我们必须分开讨论。
生产外部性:与生产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外部性,比如从一个工厂排放的污染物。
消费外部性:与消费一种产品相关的外部性,比如来自交通工具的污染物排放。
贸易获利:贸易导致的净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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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政策措施能够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除非我们知

道会采取这些政策,否则就不能确信贸易一定能获得净收益。

扩大资源出口的环境影响

对一个出口国进行贸易效应分析必须包括环境影响,如图20.3所示。这

里我们使用木材出口作为例子。在没有包括外部性的贸易分析中,木材生产

商获得A'+B',因为在更高的全球价格Pw 下,他们通过贸易可以生产并销售

更多木材。国内木材消费者损失A',因为他们在更高的价格下只能购买更少

的产品。国家的净收益是B'。

Q1 Q2

Pw

Q*

P*

���F

D  L!

S ′ .���U.���F
S  ��+.���

��

C′

B′A′

图20.3 出口国家的获利和损失

外部成本包括土地和流域退化、用户成本、期权价值和生态成本,当我们

把外部成本加到木材生产中去时,出口国就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C'。(也可

能存在与消费木材有关的消费外部性的变化,但是相比较于汽车的例子,消费

木材的外部性的变化并不太重要,所以就在图20.3中省略了。)我们不能断定

B'与C'之间面积的大小。因此,我们不能明确地说明贸易能给出口国带来净

收益。
当然,我们的例子仅代表一个很简单的贸易模型。然而,环境成本可能会

严重影响贸易国的净收益这一结论是深远的。在真实世界中,国家贸易产品

价值万亿美元。如果存在严重的环境外部性,那么贸易就会把这些外部性重

新分配到各个国家。
通过进口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环境影响的产品,可能导致出口污

染⑧(exportedemissioins)。另外,扩张的贸易趋向于增加某个国家和整个世

界的生产规模⑨(scaleofproduction),这也就意味着整体污染和环境损害的

总量有可能会增加。贸易也必然导致能源使用的转移,这也将会导致污染和

⑧
⑨

出口污染:通过进口那些生产过程涉及大量污染的产品,把污染转移到别的国家。
生产规模:一个产业的大小或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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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环境后果,引进外来入侵物种1。贸易的间接环境影响(indirectenvi-

ronmentaleffectsoftrade)可能也会发生,例如,当大规模的农业出口把农民

驱逐到山坡和森林边缘之类的贫瘠土地上,就会导致森林退化和水土流失。

一些特别的贸易类型,如有毒废物和濒危物种的交易显然对环境有负效应。

贸易也会有利于环境。自由贸易可能会帮助传播环保技术,并且促进更

有效生产的贸易趋势,降低每单位产出的原材料和能源使用。另外,当生产质

量或者跨界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时,贸易国可能处在提高环境标准的压力之

下。我们如何平衡来自贸易的经济收益和贸易会带来环境影响? 这个影响有

时增加,有时减少。

20.2 贸易和环境:政策和实践

让我们考虑一下关于贸易环境影响的实际例子。许多发展中国家既为了

国内销售也为了出口而生产农作物。随着贸易不断增加———经常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要求“结构调整”,用于出口农作物的地域增

加了。转向出口农作物的环境影响是什么? 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影响可能是

巨大并有害的。例如,Mali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农作物的大量出口,棉花的

发展“显著增加了耕种面积并且显著降低了休耕期……由于过度耕种和休耕

的不足导致长期的森林退化和水土流失方面的环境影响是明显的,边际土地

的利用也导致了干旱的增加”。

然而,相比较于那些被替代的国内农作物,那些出口的农作物有时候更加

环保。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农作物如咖啡、可可等能够帮助防止侵蚀。在肯尼

亚,迅速扩大的园艺出口部门对环境有着复杂的影响。一些花卉种植者过度

地使用杀虫剂,这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影响。在缺水的肯尼亚,灌溉水的过

度使用也是一个问题。最初用于园艺的农业用地现在可能会被实物生产取

代;然而,花卉农场的就业能够为维持生计农业的边际土地开发提供一种可替

代的途径。通过斐济,这些花卉流向了欧洲,这也引起了交通能源使用的问

题,但是关于能使气温上升的温室气体方面,飞机飞行消费的能源大约等于欧

洲种植相似花卉所需要的能源。一些肯尼亚的花卉种植者生产“公平贸易”的

花卉,他们遵循了以下原则:减少水和农药的使用,保证工人的高工资,给他们

提供稳定并可靠的收入。4

 贸易的间接环境影响:产生于贸易的环境影响,例如,当更大规模的农业出口把农民驱逐到山坡和
森林边缘之类贫瘠的土地上,就会导致森林退化和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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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况的出现不是仅仅因为贸易而是因为国内的政策环境,二元的土

地所有权(dualisticlandownership)指的是土地主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利而小

农户通常是被取代或者被驱逐到劣地,这种情况能够加倍造成对环境的损害。

例如,在中美洲,改良的交通和贸易基础设施导致“向高利润、投入依赖性农业

的技术转移。玉米和豆类让位给棉花、番茄、草莓和香蕉。耕地的价值自然而

然的增加,这有利于特权的地主精英,但是使得许多贫穷的农民更加被驱逐。

这些农民没有选择,必须迁移到更加干旱的土地、林地、山坡或者阴暗处不肥

沃的土地”。同时,这些富裕的地主“用他们的影响力要求那些破坏环境的投

入补贴,这反过来会让他们更加机械化、过渡灌溉和超范围喷涂”。5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由贸易引起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例如,国内关于禁止有毒杀虫剂的规定就不能应用于国际上。“那些对人类健

康或者环境有害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被禁止,但是它们通常在出口方面是合

法的。这会给进口国家带来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缺乏关于这种产品是否被

禁止或者为什么被禁止的信息:出口商可能会做出虚假声明,商品专家(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少合适的商品检验设备。”6

按照 WTO的第XX条款(WTOsArticleXX),国家可能会因为“保护

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保护“人类、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原

因而限制贸易。然而,对这些自由贸易规则的解释导致了国家间产生激烈的

争端。

例如,欧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允许进口美国和加拿大用激素

补充剂生产的牛肉。美国和加拿大认为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激素补充剂对人体

有害,那么欧洲的行为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贸易壁垒。然而,欧洲人信奉预防原

则:因为其消费者关心激素补充剂可能的影响,他们不应该有权决定允许国内

消费什么吗? 在2012年这个长期的贸易争端终于解决了,最终达成的协议是

允许欧盟国家保持其对激素补充剂生产的牛肉的禁止,反过来增加从美国和

加拿大进口的高质量的牛肉的数量。

产品和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一个类似的问题已经在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中出现了。虽然未贴标签的转

基因食品在美国是允许售卖的,但是在欧洲,很大范围内反对这些食品。欧洲

国家能够禁止这些转基因食品的进口吗? 这个问题对农业企业和许多消费者





二元的土地所有权:一种所有制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在这种所有制下,大地主有相当大的
政治权利,而小农户的通常是被取代或者被驱逐到劣地。

WTO的第XX条款:世贸组织的一条规则,其允许国家因为“保护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
保护“人类、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原因限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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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企业能够从转基因产品中获得巨大利益,而消费者

强烈反对这些转基因产品。

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原因不仅是基于其对

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如果证明了这些影响,那么在条款XX下这是个很好的

禁止贸易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些转基因农作物很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这些

作物的花粉很容易扩散到环境中去,这会损害脆弱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产生

抗除草剂的“超级野草”。但是在GATT和 WTO的规则下,一个产品生产的

过程不是贸易限制可以接受的原因。只有在这个产品自身是有害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才可以设定进口控制。
例如,如果在水果和蔬菜上检测到的农药残留水平很危险,那么对这些产

品的进口就可以被禁止。但是如果农药的过度使用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环境损

害,那么进口国家就没有权利实施控制。相似的是,如果雨林被不受限制的伐

木所破坏,那么国家不能对不可持续的生产的木材设置进口禁令。
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andproductionmethods,PPM)规定使国际环

境保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潜在武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采取行动保护其自身

环境,那么其他国家就没有促进更好的环境实践的贸易杠杆。只有在一个特

定的多边环境协议(multilateralenvironmentalagreements,MEAs)下,例
如,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实施就是一个允许的进口限制。

在金枪鱼/海豚和虾/龟的决定中,这个原则存在问题,贸易专家认为国家

关于环境问题在域外没有管辖权。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种问题会越

来越普遍。只是简单地等待生产国的“清理行动”可能不够。

通过外部性的跨界交流,贸易全球化能够产生“飞反”效应。例如,美国农

药禁令下的作物经常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没有安全防范措施而使用农药的工

人将遭受严重的有害影响,因为成人和儿童都饮用了被污染的河流的水。另

外,通过买卖那些包含有害化学物质残留的水果,美国反过来也会遭受有害

影响。
贸易能影响国内和国际政策,减弱国家制定其自身环境和社会政策的权

威。人们开始关注“竞相杀价”(racetothebottom),在这种竞争中,国家为

了获得竞争性优势而降低环境和社会标准。

相比较于那些执行较为不严格流程标准的成员国的生产者,执行严格的

流程标准成员国的生产者将处于竞争劣势……相比较于那些有低标准司法权






过程和产品方法(PPMs):国际贸易规则规定:一个进口国不能针对其他不能达到环境或者社会标
准的国家采用贸易壁垒或者罚款,这些标准通常与生产过程和产品相关。

多边环境协议(MEAs):关于环境问题国家间的国际条约,如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竞相杀价”:为了吸引国外贸易或者保持现在的贸易水平流向其他国家,国家会减弱其环保规定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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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成员国的工业处于竞争劣势,面对这种展望,成员国可能会选择不提

升环境标准或者甚至可能会放松现在的标准。8

按照几个经济研究的结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环境规定对竞争性有相

反的影响的假设”,并且现在很少存在污染避难所(pollutionhaven)的例

子———由于环保规定较弱,那些会吸引制造公司的国家。9 但是,尽管如此,考
虑有严格环保法律的国家,竞争性压力也可能会对国家产生降温效果。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产生了一个特例,在这个协定中,作为贸易

壁垒,合作挑战了环保规定。加拿大石棉工业试图让美国撤销对致癌的石棉

产品销售的限制,美国杀虫剂产业挑战了严格的加拿大杀虫剂规定。在一个

例子中,Ethyl乙基公司(建立在美国)成功地推翻了加拿大关于汽油添加剂

MMT的销售和进口的禁令,这种添加剂是一种猜测会造成神经损伤的化学

物质。加拿大不仅被要求取消这个禁令,而且被要求支付0.13亿美元来补偿

Ethyl公司的法律损失和销售的减少。10

贸易对环境的有益影响

贸易扩张也可能会对环境有直接或间接的有益影响。按照比较性优势的

理论,贸易使得各国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能保护资源并且避免浪费。
贸易自由化也消除了扭曲的补贴(distortionarysubsidies)和价格政策,提高

了资源分配的效率。例如,对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广泛的补贴促进了对环境有

害的耕作方法,但是贸易协定经常禁止这种补贴国内生产者的行为。消除这

些补贴既能促进经济有效性而且也能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贸易也能鼓励环保技术的推广。例如,在能源生产领域,许多发展中的和

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重依赖那些老旧的、无效的、高污染的发电厂。贸易能够

促进用现代的、高效的机器来替代这些发电厂,或者(正如在印度)鼓励一个不

断发展的风力发电产业。有些时候,跨国公司被认为是剥削发展中国家资源

的罪犯,这些跨国公司也可以在工业领域引进更加有效率的技术。为应对国

内的政策压力,跨国公司可能会发展更加清洁的工业生产过程,并且把这些生

产过程传播到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机器操作中。11

国外投资在许多方面影响环境。在基于资源的工业中,特别是在石油开

采和采矿业中,就像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被证明

的那样,投资会导致当地环境严重退化。另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的外国投资

会带来以后年份就业的增加和可能的少资源、少污染密集的技术。




污染避难所: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有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定而吸引许多高污染的企业。
扭曲的补贴:那些通过损害经济效率的方式改变市场均衡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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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获得贸易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方法是分别考虑规模、构成和技术影

响(scale,composition,andtechniqueeffects)。贸易促进了增加(增加规

模),改变了工业模式(构成),并且提高了技术效率(技术)。“如果一种(经济)

活动的本质不能改变,但是规模在增加,那么随着产出的增加,污染和资源消

耗也会随之增加”。13构成影响可能会转移一个国家的生产到增加污染产业或

减少污染产业的方向。由于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和清洁技术的使用,技术影

响能够导致污染水平下降。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可能增加污染水平也可能减少

污染水平,或者保持平衡使污染水平不变。一个对SO2 的研究结果发现:总

的来说,贸易降低了污染水平14———但是这对其他的污染物可能不适用。

贸易和全球气候改变

贸易对全球二氧化碳和其他会导致全球气候改变的气体的排放量有着很

大的影响。正如前面提到的,扩张的贸易导致运输增加并带来较高的与运输

有关的排放量。贸易也会转变碳排放的模式,带来大量的“出口污染”———与

进口商品消费相关的碳排放量。图20.4展示了主要的国际贸易中的碳流动,

主要是基于国际贸易货物的含碳量的分析。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很大比例

的碳排放量是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特别是来自中国生产而在欧洲

和美国(“北半球”)消费的出口商品相关的产品。这对全球气候改变国际谈判

有重要的含义。似乎应是这些消费产品的国家而不是生产产品的国家有责任

减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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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的单位:CO2 的百万公吨/年。西欧流入和流出碳的国家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瑞
士、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荷兰和瑞典。

  资料来源:DavisandCaldeira,2010.
图20.4 国际贸易中的碳流动

 规模、构成和技术影响:贸易对经济增长、工业模式和技术进程的影响,三种效应的总和可能是环境
负效应、正效应或者环境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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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贸易协议和环境

已经建议许多机构和政策来平衡贸易的好处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

中一些建议与标准免税贸易模型很相似,有一些又与这个模型非常不同。我

们考察其中的几个解决方案。

世贸组织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保留了首要的自由或者“自由化”贸易的政策目标,在关贸

总协定和其后续组织 WTO的努力下,通过“多轮”贸易协议,为达成这一目标

而耗费5年。WTO成员现在已经包括了157个国家,为了贸易和消除对出

口行业的补贴,它们努力降低关税(对进口的贸易产品征收的税收)和非关税

壁垒。

虽然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第XX规定下,WTO已经认识到一个贸

易规定的特殊例外,但是其小组的裁决却把这解释得相当狭隘。WTO倾向

于怀疑“绿色保护主义”———使用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的产业免受环境规定的

伪装下的竞争。它们对于在其国界外通过贸易手段来影响环境政策的国家努

力也保持冷漠的态度。

WTO建立了一个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解决了一些环境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按照 WTO网站的说明,这个委员会“有助于识别和

理解环境和贸易的关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且“为成员国设计和应用解决

环境问题的措施,提供建立框架的帮助”。16

从 WTO的视角,环境政策责任首先应该是在国家水平上。尽可能地,国

际贸易政策的决定不应该与环境问题合并到一起。这与“特效法则”(speci-

ficityrule)是一致的:政策方案应该直接以问题的源头为目标。使用贸易方

式来完成环境政策目标因而是第二好的解决方案(second-bestsolution),这

有可能导致其他不良影响,如贸易限制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这个方案虽然将环境政策的责任放在国家政府的层面上,但是已经在几

个方面遭受了批评。它没有考虑竞争性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管理机

构,这种压力可能鼓励贸易国减少环境保护。它也没有充分地处理真正的跨




特效规则:政策手段应该直接以问题的源头为目标导向的观点。
第二好的解决方案:一个问题的政策手段,该手段不能最大化潜在的净社会收益,但是如果最佳手

段不能达到,那么该手段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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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全球的污染问题(transboundaryandglobalpollutionproblems)。

NAFTA解决方案

1993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减少了

北美的贸易壁垒。在谈判期间,环保团体强烈认为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可能会

导致负面的环境影响,并且指出几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加

工出口区,这个区域是墨西哥的边境工业区域,材料和设备可以在这里免税进

口组装并再出口。结果是签订了一个附属协议(sideagreement),北美环境合

作协议(NAAEC),建立环境合作的三方委员会(CEC),以及签订了另外一个附

属协议———北美劳务合作协议(NAALC),这个协议解决了劳动力问题。

这种对贸易从社会和环境角度的特殊关注是非常关键的,几乎在贸易协

议中是前所未有的。虽然NAFTA这种不寻常的角度说服了美国的一些环

保团体支持这个协议,但是CEC几乎没有执行权力。这可能反映出一个国家

在执行现存的环保规定方面的失败,但是其作用总的来说被限定为产生一个

事实调查报告并提供政府参与的建议。

在NAFTA下,农业领域贸易的开放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环境影响,因为

墨西哥的小农场主不能与从美国进口更加便宜的粮食竞争。在美国墨西哥边

境,流离失所的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加剧了城市环境的压力,并且对非法

移民创造了更大的压力。另外,小农遗传多样性的特征可能受到威胁,这可能

会导致一个对世界农业非常重要的“活的种子银行的损失”。

在工业污染领域,NAFTA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影响。墨西哥的环境

实施已经改进了,但是增加的工业导致一些地区当地环境质量恶化。一个

NAFTA环境规定的评论总结道:它已经“远远落后于社区环境的愿望”,并且

“应该在下一阶段的 NAFTA 得到加强”。18但是在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域

(FTAA)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CAFTA)中,把NAFTA扩大到中美洲和南

美洲的努力遭遇了反对,他们批评这些协议会进一步减弱社会和环境规定。

NAFTA中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是其第11章,该章的协议保护了国外投

资者。在这项规定下,那些声称环保规定给其商业活动造成损失的投资者能

够控告政府以补偿其损失,并且有几项诉讼已经成功。1999年,加利福尼亚

下令淘汰汽油添加剂 MTBE和地下水污染,加拿大的制造商 Methanex要求

10亿美元的补偿。在很长时间的法律战后,2005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法庭

拒绝了该请求。19自此以后,投资者权利的问题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协定中一个




跨界和全球的污染问题:超过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边界的污染和超过这些区域的影响。
附属协议: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与贸易条约相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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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问题。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国家和秘鲁的贸易协定中,美国同

意保护来自被公司征收诉讼主体的“善意的环保法规”。

欧盟解决方案

欧盟在自由贸易区域方面是不寻常的,它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不

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有权对其成员国制定环保规定约束,名为环境标准

的统一(harmonizationofenvironmentalstandards)。然而,应该注意到这

个政策手段不仅仅涉及自由贸易,它需要一个超越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环境标

准的创新。

区域贸易政策也带来了“更加协调”和“更加不协调”的问题。一些国家可

能被要求加强其环保政策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但是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其环

保规定减弱了。欧盟把丹麦关于回收瓶子的法律认定为贸易壁垒,推翻了该

法律,挪威选择不加入欧盟,部分是因为害怕它可能会被要求执行严格的国内

环保规定。

对贸易协定来说,像欧盟现存的这种执行国家环境法规是相对罕见的。

虽然在1992年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贸易谈判之后采用的准则都呼吁统一国

际环保标准,但是自愿的过程是不存在的。

多边环境协定(MEAs)

人们花了很长时间认识到一些环保问题需要国际解决方案。解决贸易和

环境问题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是1878年的Phylloxera协议,该协议为了防止害

虫损害葡萄园而限制了葡萄的贸易。1906年,达成了火柴中禁止使用磷的国

际公约。磷导致了火柴工人患上职业病,但是磷是最便宜的火柴组成成分。

国际公约要求防止任何出口国家在火柴生产中使用磷来获得竞争性优势。

从此,许多国际条约都回应了特定的环境问题,如保护海洋、候鸟、北极

熊、鲸鱼和濒危物种的公约。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987)、关于危险废物巴塞尔公约(1989)、南极条约(1991)、跨界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公约(1995)、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协议(1997)、生物多样性公约

(2002)、中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中,跨界和全球环境问题得以解

决。这些国际条约已经解决了某个国家不能解决的生产方式的环保后果。

工艺和生产措施(PPM)标准在国内生产制造业的征收显然是国家特权,

但是无论生产过程是怎样的,它都不能用来限制进口的商品。这种行动的类

型与(世界贸易规则)相冲突。然而,更容易接受的是如果作为一个适当的措

 环境标准的统一:正如欧盟一样,国家间环境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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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艺和生产措施包括一个多边环境协议,那么该措施的征收情况就是多边

的而不是单边的。

然而,关于 WTO的多边环境协议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发生冲突的

情况下哪项国际协议应优先? 例如,京都协议鼓励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有效

技术进行补贴转移,但是这种规定可能会违背 WTO关于出口补贴的规定。

然而,例如,美国等国家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与 WTO的规则冲突,至今

为止,还没有哪个大的测试案例能解决 MEA与贸易协议之间的冲突。但是

一些分析家认为,与 WTO规则冲突的可能性对 MEA达到目标产生了“激
冷”效应。23

20.4 可持续贸易的策略

新兴的21世纪的全球经济的特点在于资源和环境限制两方面,并且对于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要。全球贸易继续急剧增加:

世界经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流量水平一直在增加。按照世界银行的估

计,1960年贸易(出口加进口)占全球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24%,在1985
年是38%,2005年是52%。c

扩张的全球贸易将会带来效率增加、技术转移和可持续生产产品的进出

口等效益,但是我们必须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来估计贸易效应。

世界银行的一个贸易和环境问题评论发现:“现在的争论中,许多参与者

都同意(a)更加开放的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b)在没有合适的环

境政策的情况下,增加的贸易可能会给环境带来不利影响。”25这暗示了未来

的贸易协议必须明确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把持续性介绍到贸易政策中要求

全球、区域、当地水平上的机构变革。

“绿化”全球环保组织

在全球的水平上,机构改革的倡导者提出了建立世界环境组织(World
EnvironmentalOrganization,WEO),这个组织作为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平衡了

财政部门和商务部门,并且将与 WTO抗衡。26这将创造一个全球环境倡导组

织,可能也会导致与其他跨国机构的冲突和僵局。

另一个方法是“绿化”现存的机构,扩大现在 WTO的第XX条的环境和



c 世界银行的数据既包括进口也包括出口。只有出口的情况占 GDP的百分比是28%。这意味着

2010年全球经济生产的28%都是通过跨国界贸易进行的(Gallagher,2009;世界银行,2008)。
世界环保组织(WEO):一个拟议的国际组织,该组织负责全球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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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则,并且调整世界银行和国际化基金组织的任务以强调可持续的贸易

发展目标(在第12章中讨论的)。

世界环境组织的观点似乎是一种空想,但是得到了关键的支持。按照欧

盟委员会副主席SirLeonBrittan的观点:“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设定一个环

境标准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超出国界,其损害将会怎样呢? 在一个急速全球

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国家或者双边的水平上不能有效地解决,甚至在

欧盟这样的区域贸易集团的水平上也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

方案。”27

在对农业补贴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WEO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尝试

将农业补贴投入到土壤保护和低投入的农业技术发展中。随着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一直在增加,能源领域贸易可能需要结合排碳税或者可交易许可证方

案,正如第19章所讨论的。全球关于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议也有可能加

入特殊的贸易限制、关税优惠或者标识系统。在这些所有的领域中,一个有力

的对环境利益的制度倡导者对贸易条约和规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地的、区域的和私人的部门政策

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使社区受全球市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与加强当

地和区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相冲突。对于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来说,

资源节约保留的权利与地方和国家机构的管理是重要的。大部分环保政策应

用在国家水平上,并且保持国家执行环境标准的权威也是重要的。

在如NAFTA这样不涉及超国家的规则制定机构的区域分组中,贸易协

议给了以可持续农业和资源管理为目的的国家政策的特殊地位。NAFTA规

则目前优先考虑国际环境条约(如关于危险废物的巴塞尔公约、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濒危物种的CITES条约)。这个原则可能会

扩展到所有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并且可以建立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

例如,欧盟等区域贸易和关税同盟包括了当选的超国家的政策制定机构,

其有责任制定关于环境和社会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合法的民

主授权允许的。跨界问题是超国家机构进行环境制定规则的逻辑区域。它们

有权干涉国家决策,因此这个过程是以“协调起来”环境标准而不是“协调下

去”环境标准为目标的。这就意味着自由贸易区域内的国家保持并加强它们

认为合适的社会和环境标准的权利。

可持续地生产产品的认证和标识的发展可以来自公共的或私人的倡

议。德国的可回收和再生产品的“绿点”(“greendot”)系统就是一个例子。私

 认证和标识:参考“认证”和“环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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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非政府的组织也能为咖啡和木材等产品建立认证系统。“自由贸易”
(“Fairtrade”)网络认证了贸易商品生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虽然它仅仅代

表一小部分的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工业已经经历了一种快速的销售增长率。28

有证据表明,存在许多不同的方法能够协调贸易和环境政策的目标。在

一篇回顾贸易和环境争论的文章中,DanielEsty总结道:“在能否解决贸易与

环境的联系方面没有真正的选择,这种联系是一种事实……因此,以一种全面

的、系统的方式建立贸易环境敏感性符合贸易团体以及环保人士的利益。”29

在可见的未来,在区域和全球水平上,贸易谈判达到这些目标将会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

总结

贸易扩张总是会引发环境问题。贸易可能会增加国家、区域或者全球水

平上的环境外部性。虽然对于国家来说,通过贸易来追求比较优势,通常在经

济上是有优势的,但是贸易也可能产生环境影响,如增加污染或者使自然资源

退化。

贸易的环境既影响出口者也影响进口者。由于出口农作物的引入而改变

的农业种植模式包括环境效益或者环境损失。贸易的第二个影响可能是现存

的社区被破坏、迁移越来越多和土地贫瘠。

国际贸易协议制定了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的规定,但是这些通常是自由

贸易一般原则的特例。在世界贸易组织中(WTO),各国可能会考虑一个产品

的环境影响而不会考虑其生产过程。这导致一个严重的贸易争议,那就是是

否应该根据保护生命和健康的理由而采取特殊的措施或者说这只是变相的保

护主义。

政策对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反应会出现在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层面上,

欧盟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例子,这里包括制定跨国环保标准的机构。北美

自由贸易区包括了一个附属协议,并且建立了环境监测的权威机构———环境

合作委员会,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多大的执行权力。

多边环保协议(MEAs)解决了特殊的跨界或全球环保问题。MEAs和

WTO的规则之间的冲突可能发生,但是至今都被避开了,同时,提出建立世

界环保组织的建议来负责全球环境政策并且倡导世界贸易系统的环境利益。

在区域或全球的水平上缺少有效的环保政策,国家政策必须解决与贸易

相关的环境问题。由政府或者私人的非政府组织设立的认证和标志,要求能

够帮助促进消费者提高认识并在国际贸易中更加“绿色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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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有毒废物的贸易对福利有什么影响? 这种贸易应该被禁止吗? 或者

说,它能服务于一个有用的功能? 谁应该有权规范有毒废物的贸易,单个国

家? 当地社区? 还是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

2.环境标准统一能够解决贸易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吗? 在北美自由贸易

区、欧盟和世贸组织,关于环境统一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统一能够促进经济有

效性和提升环境吗? 或者说,它能导致更低的环境标准?

3.如果一个多边环保协议的规定与 WTO的原则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

决? 哪一个应该有权做决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经济原则? 社会

原则还是环境原则?

注释

1.SeeGallagher,2009;McAuslandandCostello,2004.
2.FormoreontheIMF,theWorldBank,andstructuraladjustment,

seeChapter21.
3.Reed,1996,86,96.
4.See “Kenyas FlowerIndustry Shows BuddingImprovement,”

Guardian,April1,2011,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1/apr/01/

kenya-flower-industry-worker-conditions-water-tax.
5.Paarlberg,2000,177.
6.Brack,1998,7.
7.See 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content/20120314

IPR40752/html/Win-win-ending-to-the-hormone-beef-trade-war/.
8.Brack,1998,113.
9.SeeJaffeetal.,1995(quoted);Gallagher,2004.
10.See www.cela.ca/article/international-trade-agreements-commentary/

how-canada-became-shill-ethyl-corp.
11.SeeZarsky,2004.
12.Neumayer,2001,x.
13.Gallagh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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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ntweileretal.,2001.
15.SeeDavisandCaldeira,2010;GiljumandEisenmenger,2004.
16.See www.wto.org/english/tratop _e/envir_e/envir_ e.htm;

Charnovitz,2007.
17.SeeWise,2007,2011.
18.Hufbaueretal.,2000,62.Seealso Deereand Esty,2002;

Gallagher,2004.
19.SeeMann,2005.
20.Gallagher,2009,296.
21.Charnovitz1996,176-177.
22.Brack,1998,65.
23.Gallagher,2009;Neumayer,2001.
24.NotethattheWorldBankfigureaddsbothexportsandimports.Ex-

portsalonerepresent28percentofGDP.Thismeansthatabout28percent
ofglobaleconomicproductionin2010wastradedacrosscountryborders
(Gallagher,2009;WorldBank,2008).
25.Fredriksson,1999,1.
26.SeeBiermannandBauer,eds.,2005;Esty,1994,chap.4;Runge,

1994,chap.6.
27.Brack,1998,19,20.
28.Seewww.fairtraderesource.organdwww.fairtradefederation.orgfor

areviewoffairtradeinitiatives.
29.Esty,2001,114,126-127.SeealsoHarri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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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 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够一致吗?
● 如何“绿化”目前的发展机构?
● 在全球、区域和当地水平上如何追求可持续性?
● 对于21世纪来说,重要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是什么?

2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角

色都从一个可忽略的问题转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国家和全球的角度,
这种观念的转变并非都能转化为有效的政策。设计和应用政策来促进环境可

持续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人们相信这种政策会阻碍岗位创造和经济发展(第17
章讨论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假设的矛盾在可持续发展理念

出现时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案———一个在过去25年里受到广泛支持的概念,但
是因为这个概念太过于模糊,所以没有带来任何重大变化,因而受到谴责。

这一章将讨论这个概念的起源、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作为新政策

设置的蓝图的长处和局限性。我们探讨了全球性制度如何对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做出反应,根据环境可持续的目标会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定位经济发展的

概念。
我们也专注于这些全球性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气候改变领域,如

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的里约20国峰会和多哈气候变化会议,最近

的国际会议的结果都令人失望(正如第19章中讨论的)。a 面对全球性障碍,

a 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原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二十年之后举行了里约20国峰会,它是关
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大会,也被称为2012年地球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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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了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农村和城市区域的地方举措如何能够结合经济

发展的目标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并且我们能从这些例子中获得什么总结

以解决21世纪的挑战。b

21.2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求经济发展。然而,直到目前,经济发展政策都很少注

意到环境。仅仅在过去的40年里,发达国家才开始认识到需要采取特殊政策

来保护环境。在许多国家,环保的概念甚至是非常近代的。

例如,美国在1970年设定了环境保护法案。在此之前,一个活跃了将近

一个世纪的环境保护行动主要集中于公共土地的保护。工业系统应该受某种

环境控制影响的观点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组成部分,也不是20世纪的实践

活动。

直到20世纪结束,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环境和发展的问题不能分离。这

引起了可持续发展①(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在1987年,世界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通过提出以下定义来解决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冲突

问题: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

发展。

按照 WCED(其发现也被称为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Report)),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必须调和两个关键概念:
● “需求”的概念———特别是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求———这暗示了在解

决伦理问题时,按照公平合理的价值来设定优先次序的问题。
● 由环境满足现在和未来需求能力受到限制的观点引发了平衡现在和

未来需求的问题。

起源于 WCED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定义为三个维度:生态的、社会的

和经济的,可由图21.1来表示。

在三个维度的交叉处能够达到完全的可持续性———满足环境适应力(自
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再生的能力)的要求、社会平等(满足人类基本需求

的必要性,因此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经济性(提供足够的经济

产品和就业的要求)。每一个维度都很重要。

①
b “南半球”和“北半球”用来指代位于北半球的经济更加发达的国家和主要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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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必要性和环境问题的交叉处,其范围是生态可持续性的维度。本

书的焦点主要在于解决处理交叉的问题,但是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关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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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化

● 社会如何应对生态限制和约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和文化规

范如何帮助或者阻碍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过渡。为了使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过渡在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能够被接受,可以通过教育来转变这些规范。
● 社会公平也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平等的社会不

是必须要完全的平等,但是,需要满足经济公平和所有人基本需求的规定。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许多不同的支持者广泛接受,包括商业、政治环保活

动和倡议者。但是,正因为它包罗万象,这个概念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和滥用

着,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本章,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尝试更加

具体地判别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含义

发展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可持续的含义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不

同的。现在的发达国家通常有大量的资本存量②(capitalstock)和广泛的基础

设施,包括发电厂、高速公路、工厂、扩展的城市、近郊业务、住宅建设、水坝、灌
溉系统和对现代经济生产很关键的其他要素。在尝试达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时,这些都有优点和缺点。
一方面,更强的经济能力和更先进的技术使得实现环境保护系统更加可

能和更加负担得起。另一方面,现有的大量资源使用的存量、浪费和污染产生

的资本、消费者对产品持续流量的需求都意味着发达国家被锁定在不可持续

的生产方法里。这种锁定可以是技术上的,如对化石燃料和与其相关的技术

的依赖性,也可以是社会的,如美国人不愿意考虑汽车为主的运输方式的替代

② 资本存量:在一个给定地区的资本存量,包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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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按照图21.1中展示的图形,存在一个情况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阻碍既

是经济的又是社会文化的。

发展中国家在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存在不同的问题。因为发展

中国家的初始收入水平很低,所以它们主要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是扩大产量。

正如我们看到的,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大的人口增长势头。人口的增加和

经济发展相结合给增加资源的使用和浪费以及污染的增加带来了很大的

压力。

如表21.1所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是一个低的人均环境影响,

如果它们采取相似的发展模式,那么它们也有人口和经济潜力来“赶超”发达

国家高水平的环境影响。例如,虽然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少于美国人均能源

消费的1/4,中国的总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美国。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比美

国人均能源消费的1/10还少。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都与美

国相同,那么世界的总能源消费会比现在的两倍还要多。同样,如果全世界居

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按照美国居民的人均水平来计算,那么全球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将会成为现在的4倍。

表21.1 部分国家的环境数据

国家
2011年人口

(百万)

能源消费1

人均 总量

CO2 排放2

人均 总量

机动车辆3

每1000人 总量

孟加拉国 150 201 30 0.3 46 3 0.5

中国 1344 1695 2257 5.3 7049 47 62.6

法国 65 3959 256 5.9 366 598 37.7

印度 1241 560 676 1.5 1722 18 21.1

日本 127 3700 472 9.5 1207 589 74.8

墨西哥 112 1559 175 4.3 473 276 30.4

泰国 70 1504 103 4.2 273 134 9.0

美国 311 7051 2163 18.0 5472 802 246.2

世界 6974 1790 12483 4.8 32102 137 933.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

1来自于所有资源的商业能源,由每人油等量千克测量,2009年数据。总量是油等量的百万公吨。

2从工业过程排放,由每人CO2 公吨测量,为2008年的数据,总量是百万公吨。

3包括汽车、公交系统和摆渡船,数据的日期:泰国为2006年,其他为2009年,总量是百万车辆。

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它们没有必

要致力于资源密集型,而且产生废物较多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后来发展的

参与者,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改进的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并且

能够避免发达国家做过的昂贵的环境代价(有时候被称为“后来者”优势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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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是发展中国家也与发达国家竞争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有限的对全球污

染物的吸收能力,如二氧化碳等(见专栏21.1)。

专栏21.1 中国和全球环境的未来

影响全球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在不造成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

生态破坏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能力。中国有着多于13亿的人口,已经使

用了大约18%的世界商品能源,并且应该对全世界22%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负责。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从2000年到

2012年,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率平均超过8%。1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下去,那么环境将会发生什么? 即使中国有

相对较低的人均影响,但是中国巨大的总人口(大约是全球人口的19%)

意味着中国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全球环境影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了

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二氧化碳排放者。

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快速增加,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生态和健康危

机。2004年,一份报告指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这个疾

病每年会杀死30万人”(Yardley,2004)。2007年,世界健康组织估计“西
太平洋地区死亡人口的17%连接到一种或多种环境健康风险,中国是该

地区大部分人口的贡献者……中国水利部报告指出,中国70%的河流和

湖泊都被污染了。”

在过去10年,中国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通过大量投资风能和

太阳能,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商、

碳封存技术发展的“领头羊”。2011年,中国公布了“十二五”计划,声称在

2012~2017年将会减少17%的碳强度(每单位GDP的排碳量),并且到

2050年将会努力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50%的能源需求。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宏伟的长期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现在的可

再生能源仅仅占这个国家能源使用的1%还低。中国对煤的消费一直在

增加,每年大约是17%,并且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0年,中国能源需

求的80%左右还是靠煤和石油来满足———这使得中国宣布的生态可持续

性目标变得不现实。

注:中 国 的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速 率:www.indexnundi.com/

china/gdp_real_growth_rate.html.
资料来源:Brown,2005;国际基金组织,2012;Lee,2011;美国能源信

息部,2012;世界健康组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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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改革全球机构

国际机构经常有一些有冲突的议事日程,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与人类

发展和环境保护需求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主要的全球机构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

首要目标,这往往是以损失环境为代价的。正如我们在第20章中看到的,环
境问题在世贸组织中是有争议的。IMF在其宗旨中并没有包括环境因素,但
是其货币政策对环境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至于

世界银行,其功能是为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只是在最近,环境因素在其政策制

定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银行频繁地遭受抗议,由于它们为那

些破坏环境的项目提供资金,如大型水坝建设和森林砍伐。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银行支持的结构性调

整③(structuraladjustment)d 政策带来了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费的

增长,给环境吸收污染的环境的降解功能④(environmentalsinkfunctions)带
来了严重压力,自然资源⑤(naturalcapital)下降,并且减弱了环境保护能

力。2WWF研究建议将环境问题纳入宏观经济改革的计划中。WWF的这一

分析就像其他报告一样,指出了忽视环境将会带来长期的问题,这也将会破坏

经济目标。

部分由于外界对其政策的批评,世界银行开始在贷款中突出考虑环境问

题,并且让一些项目集中在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上。1994年,世界银行的环

境和自然资源管理(ENRM)投资组合占总贷款的17.2%,但是在过去10年里

下降到大约10%(见图21.2)3。正如世界银行的独立评估小组指出,在

1990~2007年的财政年度间,世界银行承诺的总额是6792项项目中投入

③

④
⑤

c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在1944年为了稳定世界金融系统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掌管着监督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责以确保利率稳定并且鼓励成员国消除那些阻碍贸易的外汇管制”,而世
界银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银行,而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其目的是消除贫困、支持发展”。有时候以较低的利
率水平提供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以“支持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包括教育、健康、公共管理、基础设施、金融和私
营部门发展、农业、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等”。详见www.imf.org和www.worldbank.org。
d 结构性调整政策指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贷款相关的一系列贷款条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济改革。总的来说,这些条件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目的是平衡政府预算、限制货币供给以防止通胀。
另外,国家必须降低贸易壁垒,纠正被高估的汇率,并且使国有企业私有化。

结构性调整:在发展中国家,与贷款相关,以刺激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例如,控制通货膨
胀,减少贸易壁垒和国企私有化。

环境的降解功能:见“降解功能”。
自然资源:来自土地和资源可用的馈赠,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渔业、矿业以及维持生命的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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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亿美元———其中2401项项目被具体确定为纳入环保和自然资源管理

组合中。1994~2007年,官方估计相关的ENRM项目总共590亿美元(大约

占世界银行总贷款额的15%)。4

这些项目既包括一个“棕色议程”(污染管理),也包括一个“绿色议程”(自
然资源保护),涉及森林管理、综合虫害管理、分水岭康复、能源效率和可再生

能源、水资源管理和下水道系统,有时候也与其他的国际环保和发展组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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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NRM=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4,2010.
图21.2 活跃的世界因哈根环保投资组合(1993~2010财政年度)

另外,世界银行所有的项目都被筛选出了潜在的环境影响。农村发展项

目越来越强调土地资源管理、油和水的保护、可持续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城

市发展项目包括水和卫生设施的升级和固体废物管理。能源贷款包括促进能

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资源、天然气等清洁化石燃料的发展。世界银行在双项目

上投资的例子———贫困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消除———包括在孟加拉国农村大规

模应用太阳能电气化的努力(见专栏21.2)。

作为部分“绿化”的努力,世界银行也建立了一个碳金融部门(CFU),这

个部门不会贷款或者发放资源给各种项目,而是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

员国的政府和企业投入的资金,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下建立购买减排量的合约,

正如第19章讨论的。世界银行的碳金融部门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重新

造林的项目,这个项目在更大的规模上能够减缓气候改变的一些影响。例如,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几个最贫困的非洲国家能够从这个项目中

获益。

尽管世界银行政策中关于环境的内容显著增加,批评者们认为“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留意到它们的政策对生态健康的深刻影响和受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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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结构”5。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05~2007年,在世界

银行对能源领域的贷款中,用少于30%的贷款综合考虑了气候和项目决策制

定———然而世界银行的18亿美元的能源领域的投资组合中,大约有超过

50%没有考虑气候改变(图21.3)。6

专栏21.2 孟加拉国的农村用电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孟加拉国大约1.5亿人口都缺乏可靠的电力资源。大范围的农村用

电和可持续能源发展项目都是在2009年启动,世界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

1.3亿美元的零利率国际开发协会(IDA)贷款,在2011年提供了另外的

1.72亿美元的贷款。两年的时间里,超过140万的低收入农村家庭能够使

用太阳能光伏板提供的电能,大部分的光伏板是从中国进口的。

除了给无服务的社区输送电,世界银行也通过避免照明煤油和柴油

的使用来减少碳排放量。孟加拉国的太阳能发电工业和其供给链也有助

于直接或者间接地创造大约50000个工作机会。

按照世界银行的可持续能源部门主管VijayIyer的估计:“太阳能光

伏板价格的下降与化石燃料的高价格、电网连接速度缓慢、手机在穷人中

的普及(这驱动了需求)相结合创建了用于离网太阳能新的巨大潜力———

不仅仅在孟加拉国,也在许多其他的低收入国家中。”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EnergyfromSolarPanelsTransformsLivesin
RuralBangladesh”,http://go.worldbank.org/SJPSS5C0RGO.

专栏21.3 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再造林

埃塞俄比亚失去了其97%的原始森林,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态都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Humbo埃塞俄比亚辅助天然林更新项目(由世界银

行的碳金融单位支持)正在修复2700公顷的原始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同
时该项目也支持了当地的收入和就业。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Bateke高原,生态系统是由干燥的森林和土地

构成的,由于木炭生产和自给性农业,容易遭受不受控制的退化和森林滥

伐。IBibateke退化草原造林项目是将4200公顷的天然草原转化到丰富

的、可持续的薪柴木炭生产供应中去。这个项目鼓励当地居民和农民停

止对当地天然森林的破坏并且主要集中于森林管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碳金融单位,http://wbcarbonfinance.org.

因为世界银行提供的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资金最终必须要偿还。为了

促进债务偿还,贷款人强调促进出口,这会导致国家进行自然资产清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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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期经济预期。另外,在地方水平上,处理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通

常没有准备好与可持续发展的举措联系起来。

全球环境设施(GEF)的建立是一种几个国际机构共同努力来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尝试。作为一个十个国际组织的联合行动,全球环境设施(GEF)建
立于1991年,为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有着经济转型项目的国家提供补助金,这
些项目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改变、国际水域、土地退化、臭氧层空洞、化学物

质等。这些项目有利于全球环境,结合了当地的环境挑战、国家环境挑战、全
球环境挑战、促进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在过去的20年,GEF已经分配了100亿美元,通过联合融资又补充了超

过470亿美元,涉及超过168个发展中国家和有经济转型项目的国家的2800
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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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署,2008。

图21.3 世界银行能源金融和气候变化

全球环境治理的缺点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2012年的

里约20国峰会指出,一个宏伟的议程是推动国家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的更大的承诺。e 然而,对于达成有意义的任何国际共识的目标都是困

难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否能够一起合作共同促进

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正如我们在第19章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讨论,各国很难

达成协议。发展中国家认为富裕的国家应该首先“清理它们的行为”。发达国

e 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国际机构建设中的主要的基准的详细历史记录,参考2012年的国际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的可持续发展时间表,www.iisd.org/pdf/2012/sd_timeline_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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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担心除了发展中国家之外的生产快速增长将会耗尽效率和污染控制中得到

的收益,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调整经济目标。这种观点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

致僵局。共同努力来促进环境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问题的程度一直

是令人气馁的。

许多参与者把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描述为一次失败。

当时,中国和印度退出了谈判,并且没有达成任何关键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另

一个令人失望的会议是2012年的里约20国峰会,本来该会议是作为1992年

地球峰会的延续,在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令人振奋的公约与消

除贫困和社会正义的承诺方面,该会议已经到位了。世界主要的领导者缺席

了2012年的20国峰会,最后的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被描述为一个空的声

明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计划。

为了解决国际环保管理方面的劣势,过去40年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并提

出建立一个联合国环境组织。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国际水平上讨论

了三个结构模型。从一个温和的情况———环境署升级为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

的非正式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到一个更加深远的形式———一个“在环境问题上

有层次的政府间组织,该组织由多数人的决策构成,加上对未能遵守有关保护

全球公域进行执法的权力与国家”。746个国家已经表示出它们对建立联合国

环境组织的支持。f

尽管有了这些努力,一个全球环境基金的前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

的有限的国际进展的评估:

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反应包括4个国际

峰会、4个首脑会议、3个国际会议、2个协议、1个新的金融实体———全球环境基金

(GEF)。从表面判断,这些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尽管有高性能的聚会和协议,但是在

促进环境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上仅仅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全球环境趋势依

然是消极的,解决环境与发展挑战的重要金融资源承诺没有兑现。8

在地方一级的行动:从零开始的可持续性。

正如我们看到的,向可持续发展移动的国际记录是不均匀的。但是,正如

之前对GEF的小额援助项目的描述(见专栏21.4),在城市、农村地区以及在

北半球和南半球,地方一级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f 在法国、荷兰、挪威的领导下,欧盟的成员国在2007年共同参与了“巴黎行动宣言”,几个发展中国家也
这样做了(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厄瓜多尔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促进这样一个机
构的建立。然而,温室气体主要的排放国———美国和BRIC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拒绝签署这样的协
议。详见:www.reuters.com/article/2007/02/03/usglobalwarming-appeal-idUSL03357553200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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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4 全球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GEF)包括182个成员国政府。它由十个国际机构共

同管理,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
界银行、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区域发展银行。不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EF提供援助金和

贴息资金而不是贷款。通常,一个全球环境基金资助可能伴随着世界银

行环境贷款,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增加对接收国的影响。

GEF项目的经济和理性主要表现在:超过发展中国家准备支付的用

于环保金额的增量成本应该由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例如,能
源有效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建立有利于当地人,但是也会有利于全球限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因此,一些成本应该由受援国以偿还贷款的方

式支付,一些成本应该由更加富裕的国家通过GEF的方式来承担,这样似

乎是有道理的。

实践中,这种增量成本的概念的应用是棘手的。批评者认为:很难去

分离全球和国家的利益。同样,在一些例子中,世界银行通过GEF贷款的

方式进行资助的配对原则实际上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损害。例如,在
厄瓜多尔,一个伐木公司接受了世界银行400万美元的贷款和GEF250万

美元的援助金。这个公司被要求建立一个森林保护区,但是不能在更大

的地区扩大伐木。在埃及,世界银行的一个开发海滨度假胜地的2.42亿

美元的贷款与GEF的475万美元的保护活动贷款相结合。在这个例子

中,GEF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加速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

GEF现在已经在117个国家进行了619个项目,在这之中,中国的项

目数量最大。2005年的一项研究GEF项目对中国影响的调查总结:这些

项目在提高中国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中国协调各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困难的。

大部分GEF的援助金都通过国家机构来引导(遵循与世界银行贷款

相同的模型)。GEF的援助金中只有5%直接针对解决农村和城市社区的

需要,并且通过当地的非政府组织⑥(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来引

导(NGOs)。但是GEF的小额赠款方案已经被公认为实现全球环境效益

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同时它还在特别注意帮助穷人的情况下解决当地

居民的生活需要。

⑥ 非政府组织(NGOs):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组织,通常参与研究、游说、提供服务或开发项目。
增量成本:相比较于那些没有国外支助的准备支付环境成本的国家,发展中国家额外的环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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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赠款方案的例子包括培训牧民在也门建蓄水池来收集雨水,提
高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的水资源管理;给塞内加尔当地的工匠提供

太阳灶。这些方案中的每一个每年都能节省等量的12棵树(3公吨的碳

当量)。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项目很温和(每个达到约1000人的社区通常有

一个50000美元以下的预算),评估显示,相比较于环境基金中等和大尺

寸的项目,小额赠款方案在实现全球环境效益方面有较高的成功率,并且

在维持方面有显著更高的利率。大约90%的小额赠款方案被评估为是成

功的,并且在这些项目中,80%显示的好处可能会持续到未来。

资料来源:Barnes等,1995;国际环境基金的年度交互式地图检测报

告,www.thegef.orp/gef/RBM/;国际环境基金评估办公室,2010;Hegge-
lund等,2005;Shiva,2001;UNDP,2012;世界银行,1995,2004。

在过去的20年,成千上万个地方举措已经开始萌芽。对生态可持续发展

必要性做出回应,同时通过农业、林业、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生产、

工业回收和其他领域方面的创新举措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9

● 菲律宾有机农业合作社。
● 巴西雨林促进多产品森林的管理和保护的采掘储备⑦(extractivere-

serves)。
● 在秘鲁的亚马孙森林和哥斯达黎加可持续地发展森林和重新造林。
●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农村建立太阳能发电装置。
● 洪都拉斯土壤的修复与保护技术。
● 尼日利亚的农业、食品加工、轻工业妇女合作社。
● 瓜地马拉,海地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林复合经营⑧(agroforestry)项目。
● 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炊具项目。
● 玻利维亚对天然马铃薯、块茎、谷物和豆类的保护。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保护当地土著品种谷物(小麦、大麦、玉米等)

的社区种子银行。
● 刚果和埃塞俄比亚的森林更新项目(见专栏21.3)。

● 在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造林10。

● 在孟加拉国沿海造林11。

这些当地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例子证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提高环境的

⑦
⑧

采掘储备:为了非木材产品的可持续采集如坚果、树液等而管理林地。
农林复合经营:在同一片土地上既种树又种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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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能够成功地结合到一起。不幸的是,体现在这些小规模项目上的原则很

少反映到国家和全球的经济优先上。这反映了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进行重大

调整。

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地区越来越重要。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居住在城市,截至2050年,这个比例将接近80%。城市占据了所有废物中

的50%,所有温室气体排放中的60%~80%,并且消费了75%的自然资源,

但是仅仅占据世界土地面积的3%。12

交通系统是城市区域的关键问题。城市规划者正在寻求方式来为人们设

计城市,没有车:“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随着汽车数量的累加,汽车提供的不

再是便捷,而是停滞”。13在里约20国峰会上,成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市政厅,数
百个城市的市长在这里对最佳实践进行了交流,表明城市在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是最坚定的机构,同时也面临一些最具挑战的问题(见专栏21.5)。14

专栏21.5 在巴西的库里提巴进行可持续城市管理

巴西城市库里提巴在可持续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和碳排放减少等方

面的投资成为了先行者。库里提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世界国家的榜

样,但是库里提巴在面对迅速增长的人口时,依然面临着一些保持可持续

发展承诺的挑战。

库里提巴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交通问题的重视。分区法促进了

巴士运行的高密度发展。巴士系统每天运送超过100万名乘客。库里提

巴人均汽油的使用和空气污染水平是巴西最低的。虽然库里提巴居民

60%拥有汽车,但是巴士、自行车和步行占据了整个城市交通水平的

80%。相比较于巴西大部分的城市,库里提巴的人均排碳量少了25%。

库里提巴通过把排水区转变为公园的方式来保护排水区以控制洪

水。库里提巴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大规模的再循环工厂,但是公共教育项

目在减少废物和增加循环率方面非常成功。在那些因街道太过狭窄而

垃圾车无法进入的区域,创造了社区垃圾收集的激励措施。主要方式包

括不交换公交币的垃圾袋、剩余食物的包裹和学校的笔记本电脑。在另

一个项目里,较旧的公交车转给流动学校并且前往低收入居民区。

库里提巴的例子证明在那些有着快速人口增长和较高贫穷率的城市

区域,环境可持续的项目也是可能的。“从库里提巴学习到:创造力可以

取代金融资源。任何城市,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能够借鉴其居民的技能

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世界资源署,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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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足也不是不存在。该城市从1950年的30万人口增加到现在

的大约300万人口(包括其大型都市地区)。库里提巴的管理很难跟上人

口增长,并且它的垃圾经常溢出。它已经不再是巴西最清洁的地区了,并
且其发展导致严重的森林砍伐:巴拉那州99%的森林遭到砍伐,该州最大

的城市就是库里提巴。因此,尽管40年以前采取的积极的城市规划方案

取得了成功,库里提巴也必须更新其计划以适应这个时代。

资料来源:绿色地球监督,2009;世界资源署,1996。

21.4 新目标和新生产方式

促进生态可持续性意味着对现存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转移。考察经济活

动的具体方面的影响并且总结之前章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需要

改变:

农业

在人均消费水平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向扩大的人口提供食物给全球土壤

和水系统带来了严重的损伤。对该问题的应对方案必须是双重的。在生产方

面,现在造成土壤退化和水污染、水透支相关高投入的生产技术应该进行改

造,以综合虫害管理和有效地灌溉替代。反过来,这表明对当地的知识和农业

系统发展的参与式输入的依赖。15

从消费角度看,对生产资源限制需要限制人口增长和粮食分配公平与效

率。正如第9章中讨论的,效率政策能够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缓和人口增长,

包括女性教育和健康保证、计划生育服务。食物分配和饮食模式需要强调负

担得起的基本食物、蔬菜类蛋白质和营养素。

工业

全球工业生产的规模增加到现在水平以上,这个水平代表了在1950年的

水平上翻了两倍,“末端”污染控制的不足将会越来越明显。正如我们在第17
章看到的,工业生态学⑨(industrialecology)的概念表明在生产周期的所有阶

段减少排放和再利用材料的目标,即对整个工业行业结构进行调整。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企业和政府之间广泛努力合作是关键。

⑨ 工业生态学:应用生态原则管理工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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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供给限制和环境影响(特别是温室气体的累积量)意味着有必要在2050
年以前完成化石燃料的过渡,正如第13章和第19章中讨论的。一个重组的

能源系统将大大减少集中程度、适应当地条件以及利用风、生物质和太阳能离

网发电系统的机会。在那些急剧扩张其能源系统的国家中,如果没有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资本激励,那么这些资源重组就不可能发生。

可再生资源系统

正如第13、第14、第15章中讨论的,世界渔业、森林和水系统受到过大压

力。在下个世纪,对所有系统预期的需求甚至增加了,所有的机构管理水平都

必须进行迫切的改革。需要多边协定和全球基金来保护跨界资源;必须把国

家资源管理的目标从开发保护转移到可持续收获;当地社区也必须积极地参

与到资源保护中去。

转向发展的再定义

如第7章和第8章讨论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目标被描述为强可持续和

弱可持续。总的来说,强可持续性(strongsustainability)的拥护者认为:自
然系统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完整。人们把关键自然资本(criticalnaturalcap-
ital)(如水供给)确定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留的资源。在这个观点下,例
如,即使可以用额外的肥料来补偿退化的土壤,自然土壤肥力的维持也是必不

可少的。在更加适度的弱可持续性(weaksustainability)的方式下,如果可

以通过制造资本(manufacturedcapital)积累来补偿自然资本,一些退化或

者自然资本的缺失是可以接受的。
无论是两个可持续概念中的哪一个———特别是在强可持续的情况下———

都表明经济增长的标准概念的转变。那些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原材料和化石

燃料的经济活动不能无限增长。因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有一定的限制,该限

制也必须应用于宏观经济规模———总的资源使用和产品产出水平,正如第7
章讨论的。HermanDaly指出,要想达到一个峰值需要长期准备,该峰值是

一个经济在材料和能源资源消耗方面处于稳定状态(steadystate)。16









强可持续性:认为自然和人力资本一般是不可替代的,因而认为自然资本水平应维持不变。
关键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元素没有合适的人造替代品,如基本的供应水和可呼吸的空气。
弱可持续性:只要能由增加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那么认为自然资本的消耗就是合理的;假定人力

资本可以替代大多数类型的自然资本。
制造资本:被人类生产出来的生产性资源,如工厂、道路和计算机,也指生产资本或人力资本。
宏观经济规模:一个经济的总规模;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系统对宏观经济设定了规模限制。
稳定状态:通过限制材料和能源资源的吞吐量来保持稳定自然资本水平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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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与标准的经济增长的观点完全不同,在标准经济增长观点中,

GDP按照一个无限期的指数增长(exponentialgrowth)路径增加———例如,

GDP每年增加4%。在增长限制的视角下,国家和全球的经济系统必须遵循

一个称为逻辑增长(logisticcurve/logisticgrowth)模式的方式,在这个模式

中,至少在资源消耗方面,经济活动达到最大值(见图21.4)。

/�'�

�K

�*B#+
3""�

图21.4 增长达到稳态

这个分析表明原料消费的限制,但是那些不涉及资源消费,环境中性或环

保的活动能够无限增长。这些活动包括服务、艺术、通信和教育。在满足基本

需求并且达到了适度水平的消费后,经济发展会越来越面向这种固有的“可持

续的”活动。17

目前,许多发展理论和政策都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什么样的政策能

够促进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目标是兼容的吗?
一些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增长”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们指

出,没有哪一个系统可以无限增长。然而,一些特定种类的经济增长很关键。
世界上很多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人们需要更多并且更好的食物、房屋和其他

商品。
在高消费的社会中,或许可以通过没有负的环境影响的教育和文化服务

来实现改进的幸福。人们可能也会选择更多的休闲时间而不是扩大商品消

费。但是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平的,也不可能是环境友好的。全球

向可持续增长的过渡主要涉及健康、水资源、卫生、教育、可替代能源资源和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际机构进行任何必要规模

的投资。但是一些理论学者建议后经济增长(post-growtheconomy),该增

长是“设计其缓慢,而不是灾难”。18





指数增长:一个价值增加的比例在每个时间段都相同,如人口每年增加了相同的比例。
逻辑曲线/逻辑增长:倾向于一个上限的S形状的增长曲线。
后经济增长:已经完成经济增长过程并且不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经济,该经济有可能减少资源和能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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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Victor 展 示 了 一 个 向 稳 态 经 济 过 渡 的 模 型。19 一 个 称 为

LOWGROW的经济模型被应用于加拿大经济模型“社会生态环境”路径,该
路径在不要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社会和环境产出。

在图21.5中展示的情境下,假设加拿大政府对温室气体(GHG)排放征

税,创造了从高温室气体到低温室气体的能源资源转移的激励,总的来说,使
得能源更加昂贵,并且鼓励资源保护和效率。从温室气体征税获得的收入用

来降低其他税收,因此收入的净效应是0。在这个情境下,2025年以后人均

GDP保持稳定,到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2%。贫穷水平和失业水平也

显著降低,达到财政平衡,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稳固下降。在原料消耗方面

增长缓慢,但是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花费更多,一个较短的工作周允许了充

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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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DP=国内生产总值;GHG=温室气体。

  资料来源:Victor,2008,p.182。

图21.5 加拿大经济无增长的情境

这个模型表示最终导致经济缓慢的增长与完全就业、虚拟消除贫困、更多

的休闲、温室气体相当大程度上的减少和财政平衡是一致的。

特殊的政策建议

哪一种特殊的政策与环境的合理发展是一致的?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

已经涉及的可能的政策有:
● 绿色税(renewableenergysources)能够把税收和资本税的负担转移

到化石燃料使用、资源提取和污染产生等方面。这将会减少能源和材料密集

型的经济活动而鼓励服务和劳动密集型的活动。收入中性(税收政策)(bio-
sphere)转移可能把新能源和资源税收集上来的每1美元匹配给收入、工资、




绿色税:基于商品或服务的环境影响的税收。
收入中性(税收政策):用于描述一个税收政策,该政策能够保持税收收入的总水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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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资本税收减少。20

● 那些鼓励减少能源、化肥、杀虫剂和灌溉用水过度使用的农业和能源

补贴。这就可以与可持续农业系统的促进相匹配,这些系统包括营养循环、农
作物多样化、天然防虫、尽量减少使用人造化学物质和化肥。

● 原料使用和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回收利用。工业生态学的原则建议重

新设计工业系统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循环模式,并且用最少的废物输

出重复使用尽可能多的材料。
● 有效的运输系统,该系统包含高速列车、公共交通和增加自行车的使

用以及代替能源密集型的汽车运输,并且重新设计城市和郊区以尽量减少运

输需求。燃料效率高的汽车的使用在美国等国家中很重要,这些国家已经广

泛发展了以汽车为中心的系统。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回收,而不是通过

自行车和高效的公共交通来避免对大型汽车的依赖。
●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加速发展,如太阳能、水电、风能和地热发电,还有

燃料电池和高效工业系统等新技术。正如我们在第12章中看到的,在这个过

程中,为了建立替代能源的市场激励机制,对目前化石燃料补贴的重新定位非

常重要。

结论

发展政策分析必须考虑长期的可持续性。单纯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

政策面临着关于第1章讨论的生物圈广泛的“圆形流”的损害风险,除非政策

包括对环境影响可持续规模的考虑。这给发展政策的争论增加了一个新的维

度,这个维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发达世界的工业化

国家和仍然处于成长阶段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非常不同。

在南半球,为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的数以亿计的贫民提供基本需求的

必要性促进了经济向上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需要继续使用相同的增长模

式,并且这种模式造成当前的生态危机。正如当地可持续性创新所展示的,可
以在不对自然资源造成影响的情况下达到可持续的民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说,通过扩大社会目标与环境目标相结合的措施,一个更加可持续的途径是可

以想象的,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恢复土壤肥力、水资源获

得、退耕还林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整合方法。

随着世界人口持续增加、经济活动持续扩张,可持续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并且越来越难以达到。这是21世纪的主要的挑战,在制定全球、国家和地方

政策时,既需要经济的也需要生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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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

力的发展。这意味着在不损害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增加并促进制造成本,必须

在不增加资源需求和产生超出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的情况下满足增加人口的

需求。

对于发达国家,这表明消费的适度增加和更加环保的技术的应用。发展

中国家的消费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避免那些会产生高资源需求和环

境影响的生产方式。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合作

很关键,但是很难实现。

在农业、工业、能源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管理方面必须进行改革。其中,低
投入和有机农业、能源有效和生态无害的工业发展、更好的渔业和林业管理是

一个平衡的经济/环境系统重要的内容。另外,在所有的领域中,人口稳定都

是重要的。

在可持续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内在张力。虽然这两者不是必然不兼

容的,我们也不能在有限的资源下无限发展经济。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

更加注重服务业、通信、艺术和教育等领域,这些领域有利于人类福利但是有

相对较低的资源需求。

世界银行等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已经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可持续

的发展并且重新调整其发展贷款。然而,资源密集型和产生污染的发展政策

依然很普遍。在促进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的二元目标时,通过私人或者国家

融资的小规模项目上表现得更加成功。

可持续发展战略尝试平衡地球资源和吸收污染能力限制下的经济增长的

必要条件。对于21世纪可持续发展来说,必须对全球经济增长目标进行

修改。

问题讨论

1.评论持续发展初始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

其需求的能力”。你认为这个定义是有用的吗? 或者它太过于雄心勃勃或者

因笼统而失去了其可应用性? 你能想出方法让它更加精确或者可替代的定

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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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将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 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目

标必然会发生冲突?

3.你认为哪些政策在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是最重要的? 在哪些领域

社会已经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有所进展? 哪里的问题最严重?

注释

1.Worl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1987.
2.Reed,1997,351.
3.WorldBank,1995,2004,and2010.
4.Reportavailableathttp://go.worldbank.org/BD8MP7T5B0.
5.French,2000,196.
6.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08.
7.Biermann,2011.
8.Mohamed El-Ashry,former CEO ofthe GlobalEnvironmental

Facilityinthe1990s,quotedinSwartandPerry,2007.
9.ExamplesdrawnfromBarnesetal.,1995;GlobalEnvironmentalFa-

cility,2012,www.thegef.org/gef.
10.HighAtlasFoundation,www.highatlasfoundation.org.
11.See www.thegef.org/gef/news/bangladesh-wins-earth-care-award-

2012-ldcf-project.
12.Brown,2009.
13.UNNewsCenter,“UNandPartnersUnveilNewInitiativetoA-

chieveSustainableCities,”June18,2012,www.un.org/apps/news/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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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站

1.www.thegef.org/gef.HomepageoftheGlobalEnvironmentalFacility,

afundingagencyestablished“toaddressglobalenvironmentalissueswhile
supporting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initiatives.TheGEFprovides

grantsforprojectsrelatedtobiodiversity,climatechange,internationalwa-
ters,landdegradation,theozonelayer,andpersistentorganicpollutants.”

2.www.unep.org.Websiteof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lProgram,

includingthe GEO Yearbook 2012 (www.unep.org/yearbook/2012/)

focusingonmajorpolicydevelopmentsandinstrumentsthathaveabearing
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3.www.iisd.org.Th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ferspolicyrecommendationson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eco-
nomicpolicy,climatechange,measurementandindicators,andnaturalre-
sourcesmanagement.Thesiteincludesfreesoftwareformodelingcomplex
relationshipsbetweeneconomic,social,andenvironmentalissues.

4.www.maweb.org.Reportsbythe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

aUnitedNationsproject“strengtheningcapacitytomanageecosystemssus-
tainability for human well-being”including Synthesis Reports on
biodiversity,desertification,businessandindustry,wetlandsandwater,

andhealth.
5.www.wri.org.WebsiteoftheWorldResourcesInstitute,aglobalen-

vironmentalthinktankthatproducesresearchreportsandconductsprojects
onaspectsofglobalclimatechange,sustainablemarkets,ecosystemprotec-
tion,and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governance.

6.www.earth-policy.org.WebsiteoftheEarthPolicyInstitute(EPI),an
advocacythinktankfoundedin2011byLesterBrown,thefounderandfor-
merpresidentofthe WorldwatchInstitute,to provideaplanfora
sustainabl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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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ww.greenplanetmonitor.net/news.WebsiteoftheGreenPlanetMoni-
torpresentingcasestudiesoflocalsustainablesolutionsallovertheworld.

8.www.iclei.org.WebsiteofLocalGovernmentsforSustainability,a
GlobalAssociation of1200localgovernmentsthatprovidetoolsand
technicalassistancetolocalgovernments,cities,andmunicipalities,allover
theworld,tosetandachievetheirclimateprotectionandsustainability
go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