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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区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式探索
——基于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视角

胡曾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为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瞄准效率，文章将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运用于生态补偿中，并以张家口

为例进行了探索研究。以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内的四级子流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了张家口市流域环境经

济功能类型分区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开发引导－约束－强度 3 个维度构建判别矩阵，将海河流域张家

口市范围划分为水源涵养重点区、防风固沙重点区、水土保持重点区、重点开发建设区；在分区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类型区的优先等级计算不同生态补偿侧重点的分配系数，为生态补偿二次分配和生态补偿情景分

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Study on the Alloc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the Basin Are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sh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Function Zoning

Hu Zengze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mpensation funds, this paper combined the watersh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function zoning with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ook Zhangjiakou as an example. 

Taking four sub-basins of the Haihe river basin in Zhangjiakou as the research unit and constructed the multi-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Division of basin space development was conducted on condi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3D discriminate matrix in spatial development guidance, spatial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The watersh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function zoning of Haihe river basin in 

zhangjiakou was divided into water conservation priority area, wind protection and sand consolidation priority 

area,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reas, development priority area. Base on that, the paper has obtained different 

compensation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which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 for secondary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Key Words: watersh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function zon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Zhangjia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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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近年来

生态补偿实施范围不断扩大，生态补偿资金也是在

逐年增加。生态补偿作为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和重

要的政策工具被广泛运用到区域生态治理、农村

扶贫等实践中。现已出台的与生态补偿直接相关的

法规政策就超过 300 项（欧阳志云等，2017），每

年生态补偿的资金投入总量高达 1800 亿元（科技

日报，2019），2018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

付高达 721 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8），

2019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达 190 亿元（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9）。然而生态补偿实施

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个区域的生态补偿涉及

森林、草原、湿地、流域、自然保护区、农业、重

点生态功能区等诸多方面，尽管针对这些方面都有

专项补偿资金，但是在实际分配补偿资金过程却存

在诸如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等问题，从而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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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悲剧”频频上演。尤其是当补偿区域含有流域，

则需涉及流域范围内多地的协同合作，加上生态补

偿区域通常兼具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地区和重点生

态功能区等多重特性，这使生态补偿问题更加多样

化、复杂化。因此，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提

高生态补偿资金的瞄准效率是解决问题症结所在。

目前诸多地区的生态补偿普遍存在生态补偿机

制不健全、补偿结构不合理、补偿激励不足、补偿

方式单一、补偿标准混乱、市场化补偿不足等问题

（欧阳志云等， 2017 ；廖文梅等， 2019），问题的症结

在于其目前的生态补偿基本都是以项目为载体，有

的地区涉及多个项目叠加，补偿资金依托项目很分

散，各行政区各自为政，使已有的生态补偿资金无

法最大化发挥作用（胡曾曾，2018）。流域的整体性、

流动性作为一个纽带将流域范围内的各行政单元联

成一个整体，流域范围内各行政单元因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生

态位和经济位，从而在流域中的所处重要等级和功

能分区也不同。这也给涉及流域的区域生态补偿提

供了研究思路，即可从流域角度将功能区划的理念

运用于流域生态补偿之中。张家口是首都水源涵养

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①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②，

现张家口市辖区内 6 个区 10 个县中，仅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就有 9 个，国家级贫困县有 10 个，兼具了

“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和贫困地区”等多重特性。其境内共有

108 条河流，分属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滦河

和内陆河五大水系，这些水系均属于海河流域，是

典型的治理流域，集中了其生态治理问题的地区。

故本研究选取张家口市的生态补偿为研究案例，探

讨如何实现涉及流域的区域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效分

配，同时对全国同类地区起到示范和借鉴作用。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在流域功能区划运用于生态补偿

的理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伴随着流域环

境逐渐受重视，基于流域功能分区的区域生态补

偿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吕连

宏 等，2009 ；冯 慧 娟 等，2010 ；罗 宏 等，2010）。

1987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缩写为 USEPA）首次根据流域整

体性、流动性以及流域范围内各地的分异性等特点

运用多特征指标诠释流域范围内不同层次生态系统

的水功能分区，之后，奥地利、澳大利亚、英国、

欧盟等国家和组织也陆续开展了相关研究（Davies 
P E， 2000 ；Hemsley F B， 2000 ；Moog O 等， 2004），

随后主体功能分区、生态经济分区、生态功能分区、

水功能分区被广泛引入生态补偿实践中（王振波， 
2010 ； 欧阳志云等， 2004 ； 赵银军等，2012 ； 李国平

等， 2016），但各有侧重点，主体功能区侧重在宏观

上指导和约束流域的开发度，生态经济分区侧重协

调流域生态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生态功能分区侧

重流域和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水功能分区则侧

重水环境污染防治（曹宝等， 2010）。然而流域生

态补偿是个集复杂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综合性问题，

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效分配也需建立在协调流域环境

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综合性分区的基础上。有关学者

提出流域环境经济分区是解决流域环境问题的有效

途径，流域分区工作是流域研究的重点，以流域为

单位进行管理是未来水环境管理的必然趋势（王振

波， 2010），通过实施强化类型区管理模式不断弱

化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可以弥补生态补偿市场机

制的不足和政府行政行为在空间开发上的“缺位”，

基于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的生态补偿实践是流域

管理的发展方向（冯慧娟等， 2013）。已有学者围

绕流域环境经济分区的思路、原则、分析方法、模

型构建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理论研究。在流域环境

经济区划过程中注重 “分级分期”和动静条件下环

境与经济的协调度的分区思路（王丽婧等， 2005）；

要遵循流域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区划空间单元与

行政单元协调、综合性于统一性相结合、“自下而

上”为主与 “自上而下”为辅相结合的原则（胡曾曾， 
2018）；可通过构建流域环境经济决策优化、多目

标规划、系统动力学等模型或构建功能分区指标体

系，运用空间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综合

分析等方法进行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贾佳等， 
2014 ；曹宝等， 2011）。

国内外学者在涉及流域的区域生态补偿实践方

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已形成了一些可供借鉴

的成功经验。比如美国的 Catskills 河流域、德国的

① 来源于《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区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2035 年）》。

② 来源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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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北河流域的生态补偿模式和国内的新安江模式、

赤水河治理模式等，尤其是新安江流域经过两轮的

试点后，其成功经验已运用到东江、渌水、汀江、

长江、潮白河等跨省流域治理中。现有研究多集中

在生态补偿价值、资金缺口核算等方面，对如何有

效分配补偿资金涉足较少，尤其是在流域范围内的

各省市如何有效统筹分配辖区内各行政单元生态补

偿资金，还处在初步的实践探索中，国内相关省份

在实践中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比如江西省在新

安江模式下，整合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省级专项以及其他相关的生态补偿资金设立流域生

态补偿专项资金，采用因素法结合“五河一湖”及

东江源头保护区、主体功能区、贫困区等计算各行

政单元的二次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系数，根据“就高

不就低，模型统一，两次分配”的分配方式和原则，

分配各行政单元的生态补偿资金，以期提高生态补

偿资金二次分配的瞄准效率。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但也因为考虑因素不全面而存在局 
限性。

通过对上述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发现，已有的

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在已

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张家口市为例，思考从流

域角度，将流域功能区域运用于生态补偿，考虑区

域森林、草原、湿地、流域、自然保护区、农业、

重点生态功能区等诸多方面因素，将流域汇流区与

行政区相耦合，进行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生态

补偿资金需要落实到各区县甚至乡镇，因此在分区

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具有不同侧重点的二次生态补偿

资金分配系数，为生态补偿资金二次分配和生态补

偿情景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提高生态补

偿资金分配的瞄准效率。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流域环境经济分区最本质的要求就是类型分区

必须与流域单元相衔接，最终各行政单元的相关数

据也都需要转化为流域单元统一进行区划。这就涉

及到对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内的子流域进行划

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流域功能类型分区、将

行政区数据转化到子流域汇流区，完成流域环境功

能分区后，在此基础上再计算相应的二次生态补偿

资金分配系数。

2.1.1 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内子流域划分与编码

基于张家口市行政边界裁切全国 30m 数字高程

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缩写为 DEM）数据得

到张家口的 30mDEM 数据，运用 ArcMAP 平台中的

Hydrology 工具，通过计算每个栅格的坡降确定水流

方向进行子流域的划分。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比目标

栅格与其周边 8 个栅格之间的坡降，坡降最大的栅

格中心间的连线方向为水流方向，2 个栅格间的坡降

Slope =Dz / Di （Dz 为 2 个栅格间的高程差，Di 为 2 个栅

格中心之间的距离）。经过填洼－计算水流向－计算

水流累积量－提取河网－河流分级等计算流程对子流

域进行划分，再将栅格子流域划分数据转化为矢量数

据，与现实水系水流向比对后进行适当调整与合并流

域范围，最终得出流域分级图。参照全国水系代表的

编码方法对子流域进行编码，一级流域为海河流域，

代码设置共 4 个数字 ：第 1 个数字为三级流域代码，

第 2 和第 3 个数字为四级流域代码，第 4 个数字为四

级流域上下游子流域顺序。

2.1.2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类型分区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海河流域张家

口市范围内的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区划以四级子流域

为研究单位，综合考虑海河流域上下游关系、张家

口市的功能定位以及其自然－经济－生活生态系统

中各因素，从水源涵养重要性、生态支撑重要性和

社会经济绿色发展 3 个方面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包括 11 个因素层、23 个因子层和若干具体指标，

如表（1）所示。

权重赋予时将 11 个因素层各自作为一个整体，

每部分因素层和因子层指标权重和为 1。具体来看，

水源涵养重要性和生态支撑重要性的因子层和具体

指标权重赋予根据 Delphi 法确定，除了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中各指标权重是根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对张家口市各类生态服务价值占比进行赋予 ；社会

经济绿色发展的因子层和具体指标权重赋予根据客

观赋权的变异系数法确定。有的因子指标具有通用

公式，故其下属的具体指标不赋予权重，比如 ：土

壤保持量＝ R·K·LS·（1 － C·P）（R 为降雨侵

蚀力，K 为土壤可蚀性，LS 为地形起伏度，C 为植

被覆盖与管理，P 为水土保持度）； 生态环境状况

EI = 0.35 ×生物丰度指数 + 0.25 ×植被覆盖指数 + 
0.15 ×水网密度指数+ 0.15 ×（100－土地胁迫指数）

+ 0.1 ×（100 －污染负荷指数）+ 环境限制指数。

胡曾曾 ：流域区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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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具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水源涵养和生态

支撑重要性的评价因子多为自然生态等类型功能因

子，需运用遥感解译、领域计算、空间数据叠置分

析、多边形单元赋值量化以及指标通用公式等方法

进行计算，比如水源涵养量根据降水贮存量法来核

算 ；社会经济绿色发展中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可实

现量化的统计数据，由于水源涵养和生态支撑重要

性有关指标年份只更新到 2015 年，加上需尽可能

剔除时间的波动的不确定性，故社会经济绿色发展

中相关统计指标数据选取了 2010 〜 2015 年平均值。

每个具体指标均按实际值根据自然聚类法分为不同

的等级，各级指标均是由其下属具体指标根据相应

表 1  张家口市流域环境经济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因素层 因子层 具体指标及权重

水
源
涵
养
重
要
性

流域水资源（0.25） 产水系数（0.33）

产水模数（0.33）

河流径流量（0.34）

水源涵养量（0.5） 水源涵养量

水环境容量（0.25） 水污染胁迫（0.5） 地均 GOD 排放量（0.1）、地均氨氮排放量（0.1）、工业废水排放量占比（0.1）、

水污染敏感性（0.2）

水资源胁迫（0.5） 人均水资源胁迫（0.2）、水资源消耗量（0.1）、水资源利用开发度（0.1）、

地下水可开采量（0.1）

生
态
支
撑
重
要
性

土地生态支撑（0.2） 土壤保持量 降雨侵蚀力 R、土壤可蚀性 K、地形起伏度 LS、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 C、

水土保持 P
生态环境支撑（0.3） 生态环境状况 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土地胁迫指数、污染负荷指数

生态价值（0.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水源涵养价值（0.35）、保育土壤服务价值（0.27）、防治荒漠化和沙化价值（0.07）、

碳汇服务价值（0.01）、改善环境质量价值（0.14）、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0.16）

承载能力（0.2） 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 资源环境人口承载潜力（0.5）、资源环境经济承载潜力（0.5）

社
会
经
济
绿
色
发
展

绿色产业（0.25） 绿色农业（0.1466） 农业竞争力 ( 农林牧渔业产值 ⁄ 农业总产值 )（0.1048）、农业产业化率 ( 产业

化经营农业面积 ⁄ 农业总面积（0.0397）、第一产业 GDP 占比（0.0021）

绿色工业（0.3274） 规模以上企业数（0.1112）、工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0.1602）、

第二产业 GDP 占比（0.056）

绿色服务业（0.2919） 服务业企业数（0.1388）、民营经济增加值（0.0697）、第三产业 GDP 占比（0.0834）

生态旅游业（0.2341）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数（0.1184）、旅游人次（0.1157）

绿色城镇（0.25） 城镇化特色度（0.2385） 城市化率（0.118）、城镇特色度（0.1205）

城镇活力（0.4028） 城镇登记失业率（0.063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0.0332）、外商直接投资（0.0332）、

社会消费品零售（0.07965）、进出口总额（0.1524）、贫困人口比率（0.0204）、

60 岁以上人口比率（0.0204）

增长质量（0.3587） 人均 GDP（0.0769）、人均收入水平（0.2818）

绿色能源（0.25） 能耗水平（0.1538） 节能环保占财政支出比重（0.0778）、万元 GDP 能耗（0.0386）、万元 GDP

电耗（0.0374）

风能资源（0.4246） 80m 高度风能资源储量（0.0969）、80m 高度风能可开发量（0.1126）、风电

并网容量（0.2151）

太阳能资源（0.3151） 太阳能资源丰富程度（0.1126）、光伏并网容量（0.2025）

生物质资源（0.1065） 生物质资源可利用度（0.1065）

绿色服务（0.25） 绿色交通（0.3363）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0.1121）、建成区路网密度（0.1121）、建成区道路

面积率（0.1121）

公共服务（0.6637） 科学技术占财政支出比重（0.0971）、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0.0453）、

住房保障占财政支出比重（0.0507）、社会保障和就业占财政支出比重（0.0691）、

文化体育与传媒占财政支出比重（0.0788）、专职教师占学生比例（0.065）、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0.1409）、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0.1168）

注：括号内数字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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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进行空间叠加得到，最终所有指标均应与行政

单元相耦合，且显示不同的等级。

（2）类型区划的判定。三维矩阵判别法被广泛

应用在功能区划中（王振波，2010），根据已有的

研究基础和张家口市功能定位，本文三维判别矩阵

的构建以水源涵养能力为 X 轴，以生态支撑能力为 
Y 轴，以社会经济发展能力为 Z 轴，建立三维坐标

系（图 1）；分别在 X、 Y 和 Z 轴上从原点开始向外

等间距选择 4 个点，分别代表社会经济绿色发展、

水源涵养和生态支撑的 4 个级别（强、较强、较弱、

弱）；从这些点分别引出 X、Y 和 Z 轴的 4 条垂线，

形成一个 4×4×4 三维立方图，共计 64 个矩阵单

元，每一单元（ x，y，z）代表空间引导－约束－

开发强度特征组合类型。社会经济绿色发展能力体

现空间开发强度，水源涵养能力和生态支撑能力体

现了空间开发约束力和引导力，按照每种引导－约

束－开发强度组合类型区域的开发适宜性不同和地

形区位等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区。

2.1.3 子流域与行政区多边形数据转换

为了体现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原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6 〜 2018 年间 4 次跟随

《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

（2019 〜 2035 年）》课题组对张家口市 16 个区县

和 2 个管理区的实地调研，张家口市规划局、发

改委、林业局等职能部门提供相关规划数据，以

及张家口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2015 年）、张家

口范围流域 6 个时相的卫星遥感解译数据、30m
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第二次张家口市

水资源评价、《河北省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

划》 （2013 〜 2022 年）《张家口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2011 〜 2015 年）《河北省生态价值核算报告》 （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张家口市统计年鉴 2016》、

环境统计公报等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
基于流域划分方法得到四级子流域划分（表

2、图 2），通过指标体系的计算得到各行政单元的

水源涵养能力、生态支撑能力和社会经济绿色发展

能力等级，结合三维判别矩阵中空间开发引导－约

束－强度特征组合类型、子流域划分范围、已有的

功能区划和张家口自身的功能定位，将张家口市范

围流域划分为重点开发建设区、水源涵养重点区、

防风固沙重点区和水土保持重点区四类流域环境经

济功能区，具体分析如图 3 所示。

重点开发建设区处在永定河流域中的洋河流

域，流域中的区县主要为市中心区，如桥东区、桥

西区、下花园区和宣化区，还包括怀来部分地区。

这些区县社会经济绿色发展能力高、水源涵养和生

态支撑重要性相对较低。主要侧重于发展新能源、

先进装备制造、生态产业、现代物流、矿产精深加

工、都市型农业等产业，培育壮大卫星城，比如宣

化、下花园城区和万全、怀来通过打造卫星城可加

快新城区发展，提高中心城区、组团城区、县城的

生态建设水平，同时承接临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迁

移人口。

水源涵养重点区集中分布在潮白河的黑河和白

河、永定河流域中的桑干河和永定河、大清河流域，

流域中主要包括赤城县、涿鹿县、怀来县和蔚县，

这些区县社会经济绿色发展能力一般、水源涵养

和生态支撑重要性最高，是京津和冀东地区生态

图 1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类型的三维判别矩阵

则，需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模块将各行政单元

的流域水源、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栅格等相

关数据通过多边形叠置分析法转换为矩阵，最后

转化到四级子流域区，运用评价单元转换公式

Aream
n = Σregioni× j

n ⊕ basini× j
n

，其中， Aream
n

是

区域m 中流域 n的面积 ；regioni× j
m

是m 区域的栅

格 ；basini× j
n

是n流域的栅格 ；⊕表示并运算 ；m
是区域类型，n是流域类型。将各子流域同类型网

格单元面积相加，对于跨子流域的网格单元则按照

面积的比重切分到各四级子流域评价单元，加权综

合得到子流域评价单元的值，从而实现流域汇流区

与行政区的耦合。

重点建设区

Y（生态支撑重要性）

X（水源涵养重要性）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

涵养水源

Z
绿
色
发
展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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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首都水源涵养重点区、河北林业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点区、文化和生态旅游区、绿色农

牧产品和生态产业基地，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均

在该区域内。该区域应侧重于对永定河、潮白河

流域进行水污染治理，保障官厅、密云水库饮水

安全和水质水量。

防风固沙重点区集中分布在内陆河流域和滦河

流域，以及洋河流域中的东洋河流域。流域中主要

涉及坝上的张北县、尚义县、沽源县和康保县这 4
县，社会经济绿色发展能力较弱、水源涵养和生态

支撑重要性处于中等水平，多为湿地和淖泊，生态

环境脆弱，加上海拔高，也是国家浑善达克沙漠化

防治生态功能区的一部分，相对来说防风固沙重要

性更突出。该区域应侧重加大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比如建设坝上防风固沙林带，提高土壤

保持量。同时，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侧重建设特

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高原特色的旅游度假、国

家级风电基地、绿色食品加工业、京冀晋蒙交界物

流区以提高其社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

水土保持重点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范围内最大

水系永定河的重要支流大清河、洋河和桑干河的上

游。该区域流域主要包括崇礼区、怀安县、万全区

和阳原县，相对来说这 4 个区县的社会经济绿色发

展能力较弱、水源涵养和生态支撑重要性一般，加

上海拔和土壤保持量都相对较低，应以水土保持为

重点。该区域应侧重于加强对河湖、草原、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和保护，扩大草地、森林、湿地等面积，

提高水土流失治理能力。 

表 2  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内子流域代码设置

二级流域 三级流域 四级子流域

1 内陆河流域 101 季节性河流、淖泊 1011 盐淖；1012 白淖、小盐淖；1013 奔红淖、五百倾淖、大盐淖；1014 丹清河

102 内陆河水系 大青沟、三台里河、安固里河

103 葫芦河流域 葫芦河

2 滦河流域 201 闪电河流域 闪电河

3 潮白河流域 301 黑河流域 黑河

302 白河流域 3021 汤泉河、白河；3022 红土河、3023 白河

4 大清河流域 401 大清河 大清河

402 大清河 大清河

5 永定河流域 501 桑干河流域 5011 壶流河水库；5012 壶流河；5013 桑干河；5014 安定河；5015 桑干河干流； 

502 洋河流域 5021 东洋河；5022 南洋河；5023 西洋河、洪塘河；5024 古城河；5025 城西河；

5026 西沟河；5027 大清河；5028 洋河；5029 盘肠河、东道沟

503 永定河 5031、 5032 永定河；5032 官厅水库

图 2   四级子流域划分

图 3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

图例

 张家口市边界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

 水源涵养重点区

 防风固沙重点区

 水土保持重点区

 重点建设开发区 

图例

 张家口市边界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

 水源涵养重点区

 防风固沙重点区

 水土保持重点区

 重点建设开发区 

0     25   50km

0     25   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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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系数
当张家口市整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省级专项以及其他相关的生态补偿资金后，应

依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生态恢复

或保护投入最低成本设置各区县生态补偿资金的下

限，原则上各行政单元区域的补偿资金下限不能低

于现有国家重点功能区分配到该区县的转移支付资

金。根据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的结果，计算得到

不同侧重点的生态补偿二次分配系数（表 3）。

生态补偿资金从分配上来说分为 2 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国家重点生态资金转移支付≤补偿资金≤

补偿下限值时，即除了满足最低生态保护或生态恢

复成本投入外无富裕资金，则以生态补偿工程最低

资金缺口分配为主且不低于现有国家重点功能区分

配到该区县的转移支付资金 ；另一种情况是补偿资

金 > 补偿下限时，即整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省级专项以及其他相关转移支付等生态补偿

资金后，对高于最低生态保护或生态恢复成本投入

的资金进行统筹分配。有 4 种分配方式，当侧重绿

色发展时，补偿资金向重点建设开发区倾斜，以侧

重绿色发展的补偿系数为分配依据 ；当侧重提升水

源涵养能力时，补偿资金向水源涵养重点区倾斜，

以侧重水源涵养的补偿系数为分配依据 ；当侧重提

高生态支撑能力时，补偿资金向防风固沙、水土保

持重点区倾斜，以侧重生态支撑的补偿系数为分配

依据 ；当侧重张家口市水源涵养、生态支撑、绿色

发展同步提升时，采用综合补偿系数为分配依据。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进行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区划是为了实现有效的

空间管治、协调区域和流域的和谐发展，本文将流

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运用于生态补偿探索中，以经

济 - 生态系统问题冲突较为严重又占据重要区位的

张家口市为例进行分析。以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

内的四级子流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了张家口市流域

环境经济功能类型分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将流域汇

流区与行政区相耦合，从空间开发引导－约束－强

度 3 个维度构建判别矩阵，进行流域环境经济功能

分区，并根据不同类型区的优先级计算不同生态补

偿侧重点的分配系数，为生态补偿二次分配和生态

补偿情景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主要结论

有 4 个。

（1）在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的 30m 数字高程

模型（DEM）数据基础上，运用 Hydrology 模型成

功地划分了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内四级子流域，

可以为张家口市针对流域的水量、水质管理与调度

提供管理依据。

     表 3   生态补偿二次分配系数情景分析                                                                       %

侧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补偿系数 侧重水源涵养的补偿系数 侧重生态支撑的补偿系数 综合补偿系数

桥东区 12.89 0.01 0.01 4.14

桥西区 9.06 2.38 3.83 4.96

宣化区 11.85 5.05 3.74 6.84

   下花园区 6.45 4.81 4.49 5.24

张北县 4.58 8.04 6.25 6.38

康保县 4.47 3.61 4.99 4.31

沽源县 5.11 7.01 5.84 6.04

尚义县 6.03 4.53 6.17 5.51

           蔚县 0.01 9.14 8.11 5.89

阳原县 8.22 5.03 2.97 5.43

怀安县 2.22 6.28 4.44 4.42

万全区 5.33 4.23 4.05 4.53

怀来县 9.43 9.25 9.90 9.50

涿鹿县 4.39 10.68 11.34 8.86

赤城县 6.29 12.88 15.95 11.69

崇礼区 3.68 7.10 7.92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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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了基于流域环境功能类型分区的评价

指标体系，并充分运用 ArcGIS 平台的多种模型与

算法对海量的评价指标的栅格数据和格网数据进行

处理和分析，形成较为完整的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区

划方法体系。

（3）以指标体系为依托，以海河流域张家口市

范围内的四级子流域为研究单元，从空间开发引

导－约束－强度 3 个维度构建的判别矩阵，完成对

海河流域张家口市范围环境经济功能的区划，即水

源涵养重点区、防风固沙重点区、水土保持重点区、

重点开发建设区，并指出相应流域区域发展的侧重

点与产业发展的方向。

（4）在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的基础上计算得

到张家口市不同侧重点的生态补偿二次分配系数，

即侧重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补偿系数、侧重水源涵

养的补偿系数、侧重生态支撑的补偿系数和综合补

偿系数，并对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式根据情景假设

提供了不同的可选择方案。

4.2 讨论
基于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的生态补偿探索，

有待深入探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2 个方面。

（1） 探索建立动态和适时调节的评价指标监测

体系，尽管文章运用了海量数据，也尽可能剔除时

间变动的干扰影响，但是若某个区县在短期内快速

崛起，则会降低二次生态补偿分配系数的可参考性。

（2）参考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实现生态补偿

资金的有效分配和补偿，在具体实施时还需考虑与

生态利益相关者的承受力、补偿意愿、谈判力等因

素，如何评价生态补偿的效果，也是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曹宝 , 罗宏 , 吕连宏 .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初步构想 [J]. 水资源

与水工程学报 , 2010, 21 （4） : 20 ~ 24
冯慧娟 , 罗宏 , 吕连宏 . 流域环境经济学 : 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2010, 20 （3） : 241 ~ 244
冯慧娟 . 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及其演化机理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

境 , 2013, 23 （11） : 344 ~ 347

胡曾曾 . 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2018
贾佳 , 梁亦欣 , 于鲁冀等 . 基于 SD 的流域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模拟

分析 [J]. 环境科学与技术 , 2014, 37 （8） : 198 ~ 204
科技日报 . 我国开展生态综合补偿试点 由资金“输血式”转向多元

“造血式” [EB/OL]. （2019-12-09）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
www.kjrb.com/kjrb/html/2019-12/09/content_436363.htm?div=-1

李国平 , 王奕淇 , 张文彬 . 区域分工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研究 [J]. 华
东经济管理 , 2016, 30 （1） : 12 ~ 18

廖文梅 , 童婷 , 彭泰中 , 李道和 . 生态补偿政策与减贫效应研究 : 综

述与展望 [J]. 林业经济 , 2019, 41 （6） : 97 ~ 103
罗宏 , 王业耀 , 冯慧娟等 . 论流域环境经济学 [J]. 环境科学研究 , 

2010, 23 （2） : 232 ~ 236
吕连宏 , 罗宏 , 冯慧娟 .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流域环境管理 [J]. 水资

源与水工程学报 , 2009, 20 （6） : 71 ~ 76
欧阳志云 , 靳乐山 , 甄霖等 . 面向生态补偿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和生态资产核算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17
欧阳志云 , 赵同谦 , 王效科等 . 水生态服务功能分析及其间接价值

评价 [J]. 生态学报 , 2004, 24 （10） : 2091 ~ 2099
王丽婧 , 郭怀成 , 王吉华等 . 基于 IMOP 的流域环境——经济系统

规划 [J]. 地理学报 , 2005, 60（2）: 219 ~ 228
王振波 . 流域主体功能区划及其生态补偿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D]. 南京大学 , 2010
赵银军 , 魏开湄 , 丁爱中等 . 流域生态补偿理论探讨 [J]. 生态环境

学报 , 2012, 21 （5） : 963 ~ 969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2019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表 [EB/OL].  

(2019-09-27) http://zyhj.mof.gov.cn/cslm/gjz/jjfp/200012/
t20001212_3402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中央财政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力度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工程实施 [EB/OL]. （2019 
-07-26） http://ys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807/
t20180720_2969260.html

Davies P 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river bioassessment system, 
AUSRIVAS in Australia [A]. //: Wright J F, Sutcliffe D W，Furse 
M T. Assessing the Biological Quality of Fresh Waters RIVPACS 
and other Techniques [C]. Cumbria, UK: Freshwater B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 113 ~ 124

Hemsley F B. Classification of the biological quality of riv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A]. //: Wright J F, Sutcliffe D W，Furse M 
T. Assessing the Biological Quality of Fresh Waters RIVPACS 
and other Techniques [C]. Cumbria, UK: Freshwater B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 55 ~ 69

Moog O, Kloiber AS ,Thomas O. Does the ecoregion approach support 
the typological demands of the EU“Water Frame Directive”? [J].
Hydrobiologia, 2004 （516） : 21 ~ 33

（责任编辑 钟懋功）

（上接第 31 页）
韦福巍 , 周鸿 , 黄荣娟 . 区域城市旅游产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广西 14 个地级市为例 [J]. 广西社会科

学 , 2015 （3） : 24 ~ 28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
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7

徐素波 . 黑龙江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 林业经

济 , 2019 （7） : 94 ~ 100

杨春宇 . 旅游地环境承载力合理阈值量测研究新探索 [J]. 人文地理 , 
2010 （3） : 149 ~ 152

Collins A.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capita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 （1） : 98 ~ 109

Farrell B H, Runyan D. Ecology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1, 18 （1） : 26 ~ 40

（责任编辑 王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