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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
阐释和实践路径
□胡晓燕
[摘

要 ]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
力保障。 本文从效用价值论、外部性与产权理论两方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 进行了理论阐释，认为生态环境
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成效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和农民增收成效。 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生态环境
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提出了以创新驱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打通绿水青 山转 化 通 道 、升 级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生态经济、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 五方面的实践路径，旨在使生态环 境 保 护 更 好 地 促 进 共 同 富 裕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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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hich means that both the people's material life and spiritual
life are rich.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make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r it from theory of utility value, and theory of externality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phased
achievement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mainly include improvemen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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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2019 年全国 GDP 总量实现了 99.1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
二。

①

与此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自然资源利用的低效、环境污染以及生态

系统的退化。 一方面，退化的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及质量双下降，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生
态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生态系统自身质量的下降蕴含着现实或潜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类可持
续发展赖以存在基础的稳固。
生态环境问题历来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并对生态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 党的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1]

从意识到

生态环境问题，到将其上升为国策，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得以完善。 在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也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措施。 自 1990 年启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的政策与法规，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环境保护税法、生态保
护红线、碳达峰碳中和等。
截至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仅使我国的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而且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增收、丰富
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促进了我国向“共同富裕”②目标前进，这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内在统一，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本文将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阶段性成效、主要挑战及实
践路径四个方面。
二、理论阐释
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指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保护，它们相当于经济理论中的“自然资本”。 下面就
从效用价值论、外部性与产权理论两个方面来深入阐释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原理。
（一）效用价值论
早在 17 世纪，尼古拉·巴尔本最早阐述了效用价值观点，他在著作《贸易概论》中提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
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效用决定的。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效用指的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消费者在
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2]效用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 具有效用的物品才可能具有价值，即
效用是价值的根本。
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 它们对人们的效用可归
纳为 3 个方面：[3]（1）为人类生存和工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原材料（如木材、水资源等）和能源（如煤、矿等）；（2）
在一定程度内，可自动降解、净化人类排放到生态环境中的废弃物，进而恢复且继续提供清洁的环境；（3）向
人类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比如：林木和林副产品、净化大气环境、游憩服务等。

Freeman 等（1973）[4]认为，我们应该将环境资源看作一种资产或者能够为人类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一种非再
生性资本。 这些服务是具体的（如矿藏）、功能性的（如对废弃物的降解），或者非具体的（如景观欣赏）。
通过分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对消费者的效用，可以衡量它们的价值。 根据经济学中效用价值论
对“价值”的定义，自然资源与和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具有价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人们主观上
认为这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是有用的；第二，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不充足的、是稀缺的。 物品
若只具有效用，而不稀缺，也就没有价值。 物品必须既具有效用又稀缺，才具有价值。
“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注意的是，稀缺是一个相对概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对于稀缺
资源，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时的需求可能千差万别。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是源源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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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进入经济系统的分析过程和市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工
业社会时期，自然资源大量减少、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与稳定性也在下降。 由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供的产品
及服务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而面对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它们开始变得稀缺。
因此，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满足了“价值”的两个充分条件，具有经济价值，这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要将绿水青山的转化机制作为重点，研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社会福
利最大化，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从效用价值论的角度去阐释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表明人们获得
的效用并非必须凝聚人类劳动的生产，效用也可以是大自然天然的存在与供给，可避免因劳动价值论对自然
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低估而造成无偿占有和过度使用。
（二）外部性与产权理论
外部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其学生——
—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对其进一步完善而形成。
查尔斯·D·科尔斯塔德（2011）[5] 在其《环境经济学》一书中，将外部性定义为“当一个人或一家公司的消费者
或生产者选择在没有得到另一个实体许可或者补偿的情况下就进入到这个实体的效用函数或者生产函数中
时，就会有外部性存在”。 马中（2012）[3]在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将外部性定义为：在没有市
场交换的情况下，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行为（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了其他生产单位的生产过程（或消费
者的效用）。 外部性实质是一种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现象，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类型。
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明显，生态产品及服务多是外部经济性，而环境问题则为外部不经济
性。 外部经济性是指边际社会效益大于边际私人效益，两者差额是边际外部环境效益；此时，如果外部性得
不到有效补偿，会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保护者的动力不足，社会总福利减小。
探究造成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的原因，产权不明是一个典型原因。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产权即是关于财产的权力。 对于产权的定义，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经典是由产权经济学大师——
—阿尔
钦给出的，即“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权利”。 产权具有强制性、排他性，且反映
人与人之间一组被相互认可的行为性关系。 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的公共性、整体性、稀缺性等特
点，其产权意味着行为主体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权力。
从产权客体看，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产权客体是空气、水、森林、草原、农田等，有些客体的产权边
界模糊，导致产权难以明晰。从产权主体看，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产权主体是全体或集体公民。这是一种理
论上的理想状态，因为在实际管理和经营中，如果让全体或集体公民都参与，成本会非常之高，效率反而非常
低。 所以，政府通常作为公众的代理人，代表全体或集体公民行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权、收益
权等权利。 生态保护补偿就是典型，即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纠正自然资源
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弥补地方政府和集体、居民的保护成本，促进绿水青山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社会
总福利，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阶段性成效
生态环境保护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和农民增收成效两
个方面，前者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后者提高了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
（一）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在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上，如果以陆地上重要的生态系统——
—森林作为一个主要指标，自 1973 年我国启
动全国性连续清查至 2018 年的最新一期， 我国森林面积从 1.22 亿公顷增长至 2.20 亿公顷， 增长率高达

80.33%； 森林蓄积量从 86.56 亿立方米增长至 175.60 亿立方米， 增长率高达 102.87%； 全国森林覆盖率由
12.70%增长至 22.96%。 ③④除此，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保护地建设对我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起到了重要的
保护作用。 截至 2019 年 7 月，我国被《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项目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为 55 个。 [6]在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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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召开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又新增 1 个，共 56 个。 ⑤从总体上看，我国陆域自然保护地的总面
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8%以上，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4 个百分点。
自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以来，空气质量和水质明显好转。 2020 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87.0%，同比上升了 5.0%。 2020 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中的优良水质（Ⅰ-Ⅲ类）比例为 83.4%，同
比上升 8.5%。 另外，我国城市和农村生态环境均得到显著改善。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从 2000 年的 30%提升至
2019 年的 96.8%，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 2001 年的 60%增加至 2019 年的 99.2%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从 2000 年的 44.8%增加至 2017 年的 81.7%。 ⑥2020 年，中国民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意度达 89.5%。 生态
环境的改善为人民群众的高质量生产生活提供了较好条件，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二）农民增收成效
自 1990 年起，国家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 由中央财政出资，对退耕农
户给予现金等形式补贴。 2014 年启动的新一轮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全部设在中西部地区，尤其优先向贫
困村倾斜。 截至 2019 年，全国退耕还林还草超过 5 亿亩，成林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 4.0%以上，产生了
约 1.38 万亿元的生态效益（2016 年价格），有效改善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等问题。 同时，退耕还林还草还
为我国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贫作出了重要贡献，1.58 亿农民直接受益。 截至 2019 年底，退耕农户户均累计获
得补助资金超过 9000 元。

⑦

2008 年开始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总额为 80 亿元。 后逐渐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和
覆盖范围，2019 年的转移支付额度高达 811 亿元，2020 年额度高达 707.17 亿元。 另外，各地设置天然林、公益
林的管护岗位，为贫困人口提供了生态就业岗位。 该制度为我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自我国实施易地生态搬迁以来，近 1000 万贫困户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重建了生产生
活方式，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对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统计，2016 年人均年收入为

4221 元，2019 年增加至 9313 元，翻了一倍多。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农户增收相耦合，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
入，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主要挑战
虽然生态环境保护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要取得更大进步仍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括绿水
青山的转化缺乏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待健全、农村地区是最大短板、城乡间生态产品流通不畅四个方面。
（一）绿水青山的转化缺乏机制

1. 绿水青山的价值核算缺乏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正式写入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成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这是党和政府具有战略
高度的思想，也是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发现。但在实践中，“绿水青山到底值多少钱”却
没有准确答案。 从国际上的首个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统计标准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2012 中心框架》 [7] 到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手 册 ， [8-9] 再 到 国 内
的欧阳志云团队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简称 GEP ）”核算都属于探索或试点核算阶
段，[10-11]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标准。

2.绿水青山的转化缺乏机制。 目前绿水青山的转化方式主要有生态保护补偿、环保税、生态旅游三种，形
式单一、税收有限、政府财政压力大。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于 2021 年 7 月正式启动，但处于起步阶段，
减排对象和交易对象有待扩宽、减排机制有待完善。 生态旅游为地方乃至全国人民带来了财富与精神生活
的提升，但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使得地方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外部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
（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待健全

1.虽然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已建立生态财政转移制度的国家之一，[12]但相关制度还很有限。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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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分类补偿、健全综合补偿、加快多元化补偿和增强改革
协同等内容，但其他配套文件和地方文件还很缺乏。

2.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标准的依据不足且偏低。 目前，生态保护补偿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
为主，企业等其他渠道的补偿资金很有限。 补偿标准的设定没有全面衡量保护生态功能的直接经济损失、机
会成本、其他投入等，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造成保护动力不足。

3.参与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机制的主体有限。 目前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关系是更高级别的政府与下级政
府之间（即政府间的垂直转移）、平级政府之间（即政府间的水平转移）、个别大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即政企
间的转移），参与主体很有限，很多的地方政府、集体、企业等都没有涉及。
（三）农村地区是共同富裕的短板
绿水青山所在地主要为农村或城郊地区，农村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供给区。 但农村地区
是共同富裕的短板，大多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水平偏低、建设资金有限，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导致自然资
源与生态系统服务无法被消费进而变现。 一方面，农村的生态旅游大多还处于初级阶段，增收有限。 有些开发
的地区存在开发层次低、道路通行能力差、旅游产品单一、公共卫生差、服务不到位等问题，[13] 难以吸引游客，
造成通过生态旅游获得的增收水平不高。 另一方面，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农田休耕等项目，对应的农户能获
得政府的生态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收入，但距离共同富裕还有一定差距。 而且，贫困区通常是生
态脆弱区，容易加剧贫困或导致脱贫户返贫。
（四）城乡之间生态产品流通不畅

1.城乡差距大，城乡间生态环境相互分隔。 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实现，但目前我
国城乡区域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十分艰巨。

[14]

由于城乡间经济水平的差距及地理位置、

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的分隔，造成城乡生态环境也相互分隔，农村的生态环境很难被城市带动发展。

2.城乡之间的生态产品流通不畅。 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多在农村地区，农村自然资源禀赋好，但受限于
生态产品难以变现及集体组织能力未充分发挥，造成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的建设及管理等还不成熟，无法吸
引较多有相应需求的城市居民去消费，造成生态产品流通不畅，阻碍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富裕与精神富裕。
五、实践路径
效用价值论阐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
的内在统一。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提出五方面的实践路径。
（一）以创新驱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1.坚持“科技导向”，加快技术创新。 一方面，技术创新能提高生产率，把财富“蛋糕”做大，因为没有生产
率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共享和共富就无从谈起，背离了量力而行的原则。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促进技术
升级，减少一二三产业发展中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进而节省保护生态环境的成
本，促进人民群众的经济富裕与精神富裕。

2.大力发展高质量生态农业，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政策导向、绿色金融、技术研发等创新方式，因地制宜
地推广农田休耕、轮作等耕地管理方式，创新减碳、固碳的技术，提高土壤肥力和农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碳
排放。 创新农药精准化和生物防治，进一步促进化肥减量增效，推广配方肥、有机肥等的使用，促使农产品生
态化、绿色化。 推广通过生态农业生产出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等，让生态农业带动地方经济
增收，让全体人民群众吃得健康，[15]让生态旅游有坚实的基础。

3.鼓励第三次分配投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创新绿色投资理念。 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发挥先富带后富、先
富帮后富的作用，鼓励第三次分配投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创新绿色投资理念，拓宽居民精神享受活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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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方式，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助力破解“皮凯蒂不平等”和增进人民群众的精神富裕。
（二）打通绿水青山转化通道，让绿色资本变现

1.尽快建立绿水青山的价值核算标准。 深入研究国内外现有的评价指南与方法，为各类自然资源与生态
系统服务的功能量、价值量的核算建立科学统一的标准并开展核算。 将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货币化，摸清家
底，让整个国家、地方的绿水青山价值清清楚楚，并向国际交出中国的环境经济核算答卷，为我国共同富裕积
累财富。

2.打通绿水青山的转化通道，让绿色资本变现，实现更高程度的共同富裕。 推进生态产品市场的建设及
交易。 观念要现代化，要将生态产品视为与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一样的商品，让保护者有保护动力、使用者有
付费约束。 完善已有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其他生态产品交易体系，让绿水青山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真正
流通起来。 除此，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创新转化方式，包括集体或个人通过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提升征信、将
绿水青山作为资产进行优先抵押贷款等。 正如《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中强调：“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发展生态产品和生态资产交易市场，率先实施排污
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

3.明晰绿水青山的产权并将其价值的变化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 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产权的
主体是全体或集体公民，政府通常作为公众的代理人，代表全体或集体公民行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
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权利。 同时，因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明显，故保护绿水青山的集体或
个人应得到补偿，收到外部性收益的集体或他人应予以付费。

[16]

另外，应将绿水青山的价值维护与增值真正

纳入政府的考核内容，激发地方政府的保护动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
（三）升级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减少地区收入差距

1.扩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现有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意见》都是中央层面的指导性意见，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地制定详细、可操作的分类补偿办
法，让生态保护补偿有可参考执行的细则。

2.加大财政投入、提高补偿标准的同时，创新以受益者付费原则为基础的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格局。 加大
各级政府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落后地区给予保护补偿倾斜，增加保护地区的收
益，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 根据保护生态功能的直接经济损失、机会成本、管理费用等科学地制定各类生态
保护补偿标准，[15]让补偿额度能覆盖相应的保护成本。 坚持“谁保护谁收益、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进一步引
入市场机制，使生态补偿资金渠道多元化，让更多的资金流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3.扩大生态保护补偿的对象和主体范围，形成共保共享机制。 扩大生态保护补偿对象范围，健全以生态
环境要素为对象的分类补偿制度，主要包括水流、公益林、天然林、湿地、农业生态治理等对象。 根据各补偿对象
的性质查找利益相关方，并给予精准补偿。 由此，促进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形成共保共享的机制。
（四）大力发展农村生态经济，克服共同富裕短板

1.全面实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农村的厕所环境、垃圾和污水
处理情况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整治还没有覆盖所有农村居民。 应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尤其是对贫困户的原
始旱厕整治，减少疾病的发生，让所有农村居民也都能共享良好的人居环境。

2.生态财政转移支付要继续向农村落后地区倾斜，推进可持续生态减贫制度建设。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2011-2020）》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 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力度。
这种生态减贫导向在今后要一以贯之，并要精准定位，给予相对贫困的农户持续的帮扶，实现生态财政转移
实现多功能性，优先补充共同富裕的短板。

3.走生态富民道路。 一方面，聚焦乡村振兴，为共同富裕目标贡献自然资源的力量。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
作用，以入股分红、合作经营等形式，把森林、草原、湿地和农地等的生态优势发挥出来，增加自然资源与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发展生态旅游等，促进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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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设，为保护和适度开发绿水青山提供生态和服务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的社会性流动，促进农民的共同富
裕。 除此，发挥村干部、乡贤、企业等的带头作用，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产业，让农民参与生态要素的财富分
配中[16]，克服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
（五）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推进共同富裕

1.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 城乡融合的本质在于通过城乡开放和融合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
命共同体。 [17]农村地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城市要适度扩容升级，带动城郊地区发
展。 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之上，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建设城郊交通圈、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
农村公共卫生和服务水平等，优势互补，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推动自然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2.发展多元化的生态旅游。 在城乡生态环境融合之上，持续推动近郊开发旅游、远郊因地制宜地发展特
色生态旅游，促进人民群众的精神富裕。 对于城市近郊，要在传统的吃喝玩乐式旅游之上，创新地发展涉及
农业科普、种植体验、文化传承、绿色养生等多个方面的休闲农业和生态康养，发掘稻田、油菜花海、林地氧吧
和河湖水域等绿色价值，[18]实现农村居民增收和城市居民精神富裕的共赢模式。 对于远郊地区，要因地制宜
地发展特色生态旅游。 依托农村地区完整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民族风情与乡村文化，塑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旅
游品牌。 除此，还要发挥农民主体地位，鼓励其充分参与并获得公平的旅游收益。

3.创新生态环境产品流通方式。 除了升级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要创新生态环境产品流通方式，构
建更多的生态产品交易体系，包括耗能企业可通过生态支付或生态种植等方式，向农村地区相关方购买碳排
放权；农村集体或个人可通过各种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增加银行或社会的信用积分，通过生态产品的供给获得
绿色金融的优先贷款等。
注：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 2020[J].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② 数据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③ 数据来源：http://www.forestry.gov.cn/data.html.
④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 ）[M]. 北京 : 中国林业出版社，2019.
⑤ 数据来源：https://www.44whcfuzhou2021.cn/node/13399/20210801/61064b287bede.shtml.
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生态环境部 .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20[J].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⑦ 数据来源：http://www.forestry.gov.cn/chinagreen/3/20200701/134216650240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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