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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将生态价值体现为经济价值，打破“守着

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尴尬境地，一直以来是多地发展面临的难题。近日，经济

日报采访组在江西抚州调查时发现，为激活沉睡的自然资源，抚州多管齐下拓展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着力解决资源变资本问题，探索出了一条生态

产品价值可量化、能变现的绿色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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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绿宝”牵引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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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金溪县秀谷镇大坊荷兰创意
村探索推出“古屋贷”，使现存古村古建
生态资源变现，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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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江西首家“两山银行”——
资溪县“两山银行”今年8月28日挂牌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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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
大品牌，如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
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是江西
多地在深入思考、努力探索的课题。抚州抓
住江西被列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抚
州被列为全国第二个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的机遇，用生态文明建
设统领发展，多管齐下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的通道，为全国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近期，经济日报
采访组一行来到抚州开展调研。

量化“生态底”——

破解“绿水青山无价”难题

在武夷山脉西麓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血
木岭的深山之中，汩汩作响的泉水汇成涓涓
细流蜿蜒而下，接纳百川千溪后形成了江西
省第二大河——抚河，最终注入鄱阳湖、
长江。

千百年来，抚河成为江西农业文明发展
的摇篮，不仅孕育了物产丰富的赣抚平原，
更留下了不可计数的生态资源。“长期以
来，抚州市立足于治山理水、有序发展，实
施了一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保留了良好
的生态家底。”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抚州市
委书记肖毅说。

早在2016年6月，抚州便在江西省率先
试点启动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通过对全市土地、林木和水资源资产实物量
账户进行统计，核算出全市自然资源资产家
底及其变动情况。2017年起，抚州将确权登
记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建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信息管理平
台，对各类自然资源的权属、位置、面积等进
行了清晰界定。

“目前，所有县（区）都建立了数据库，在
土地承包权方面，全市调绘勘测完成面积
437.1万亩，登记簿建立完成农户数67.3万
户，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达98.7%；在林权方
面，遵循‘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没
有纠纷’的原则，采取‘申请一宗、核实一宗、
登记一宗’的做法，全市共办理林权类不动产
登记及权证、抵押证明2299件，涉及面积
41.76万亩。”抚州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朱
印明介绍。

摸清家底、确权登记，只是迈出第一步。
生态资产属性千差万别，生态价值衡量尺度
和标准成为最大难题，为此，抚州市联合中科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制定了《抚州市生态产
品与资产核算办法》，从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
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等方面进
行核算，给绿水青山贴上“价值标签”。“经初
步核算，全市 2019 年生态产品价值为
3907.35亿元，是当年抚州GDP的2.59倍。”
抚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李建光说。记者发
现，这一数值较2017年的3483.59亿元增长
了11.2%，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16年以
来该市实行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制度。“我们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履行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抚州市
审计局经责办专职副主任曾希国说，“自然资
源资产‘多了还是少了’、生态环境‘好了还是
差了’，由动态监控的生态指标说了算，通过
审计制度给生态环境戴上‘护身符’，也让生
态资产‘保值增值’。”

探索“转化路”——

创新绿色金融服务路径

“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显而易见，但要体
现其经济价值，必须通过转化。”抚州市政协
副主席帅歌柳告诉记者，抚州市在生态产权
融资、生态权益交易、生态补偿、“生态+”等
方面大胆创新，几年下来，多元化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越来越清晰：利用生态优势提
升农产品价值、利用生态产品发展文化生态
旅游、依托优美环境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依
托公共品牌提升生态产品溢价、利用生态资
产探索资本运作、利用生态平台激励市民践
行低碳生活。

要激活沉睡的自然资源，打通“资源—资
产—资本—资金”转化通道尤为关键。记者
在今年8月28日挂牌成立的江西省首家“两
山银行”——资溪县“两山银行”发现了一种
不错的解决方案。“‘两山银行’并非实体银
行，而是借鉴银行‘存取’理念，通过搭建生态

资源收储中心、‘生态通’运营中心和绿色金
融服务中心等工作平台，让自然资源‘变
现’。”资溪县委书记黄智迅说。

在“两山银行”，生态资源收储中心负责
通过赎买、租赁、托管、股权合作、特许经营等
方式，将碎片化、零星化的生态资源收储、整
合后形成优质高效的资源资产包，交给“生态
通”运营中心运营，最大程度实现资源集约化
和规模化。绿色金融服务中心则负责引进金
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
供金融解决方案。

以林权为例，资溪县的林地早些年就已
确权到户，但因农村人口外出就业，许多小而
分散的无人经营林地变成了“天种天养”，资
源浪费严重。“两山银行”将这些林地经营权
集中赎买后，交给资溪县两山林业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集约经营、综合开发，通过项目收
益、抵押贷款、资本运作等方式转化为资金。

“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森林赎买20万
亩，实现青山变金山，资源变资金。”资溪县县
长吴淑琴说。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仅山、水、林、
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水域经营权、采砂
权、采矿权、养殖权等权益性资产以及农村
宅基地、集体经营性用地、农房、古村等，
都是抚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资源
资产。

南城县将河道清淤疏浚沙石收益质押贷
款3.2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
建设，让“淤泥囤积”变成“绿色活水”；
东乡区创新推出“畜禽智能洁养贷”贷款模
式，有效解决了生猪养殖企业抵质押难和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金溪县古
村落体量大、品质高、保存好，拥有明清古
建筑11633栋、古村落100余个，通过探索
传统村落市场化利用模式，推出‘古屋
贷’。目前，包括古建筑产权企业、古村落
开发保护企业和古屋拥有者在内，已获银行
授信12.5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金溪县支
行副行长李君说。

创新金融服务正成为抚州各地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共识。“在抚州设立生态支行或设
立生态金融事业部的金融机构已达10家，截
至11月底，全市生态产品类贷款余额240.42
亿元，同比增长196.22%。”抚州银保监分局
副局长邹文华说。

下好“改革棋”——

体制机制先行先试

“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城市，我们努力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
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注重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
新、先行先试。”抚州市市长张鸿星说。

翻开抚州市生态文明制度成果材料汇
编，38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19项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制度，共同构成了抚州生
态文明建设的“绿色谱系”。“全国首部将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生态文明重要建设内

容的政府令、全省首个《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暂行规定》……每一项政策和制度的出台
都不容易，尤其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
的制度设计找不到上级文件，有的和现行制
度存在一定的矛盾，只能因地制宜，摸着石头
过河。”帅歌柳说。

以防范金融风险为例，尽管对生态产品
价值进行了评估与核算，但金融机构起初并
不买账。为此，抚州市制定了《抚州市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两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金实施
方案》，按“即时清算、有限责任”原则，合作银
行承诺按风险补偿金实际缴存总和的8倍安
排贷款额度，财政按照贷款额度的1/8配置
风险补偿金，政府与银行共担风险，最终打消
了银行的顾虑。该市还探索了特色产业“政
策性+商业性”保险途径，推动农业保险“扩
面、增品、提标”，提升生态产品应对灾害风险
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针对生态产品难以标准化的难题，抚州市
与国家标准化研究院、华中认证集团、方圆认
证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正在制定《生态产品
标准和认证体系方案》。此外，“赣抚农品”江
西省地方标准已经制定了关于粮油、瓜果、蔬
菜、禽类、畜牧、水产的6项团体标准，正在建设
和完善品牌标准化、信用、可追溯、金融支持、
营销宣传、信息化、科技创新7大体系。

为调动地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
极性，2017年，抚州市在全省率先将绿色
发展57项指标和生态文明目标考核评价体
系28项指标纳入对县（区）综合考核评价
工作方案。今年开始，全市又将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重点任务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重要内容，比重占50%。黎川县委书
记聂仕雄介绍，市里正在探索建立绿色
GEP核算体系，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核算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提供了现实依据。2019年，该县完成绿
色产值58.2亿元，占全县GDP的70%以上。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依托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抚州正在加快构建绿色经济体系。该
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功引进九木集团等一批优质数字信息类企
业，形成了以抚州中科曙光云计算中心、卓朗
云计算中心、创世纪超算中心、易华录“赣抚
数据湖”为代表的“两云一超一湖”数字经济
产业链。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在江西占比超过
50%，算力规模占江西的49.6%、占中部地区
的8.4%。今年1月至10月，抚州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4.3个百分点。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任重
道远，我们将继续在创新绿色金融服务、狠抓
生态项目建设、健全风险缓释机制、建立生态
补偿体系上下功夫，以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体系、标准体系、支撑体系为重点，努力走
出一条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新路径，为全省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肖毅说。

10个碳币可兑换万达停车场1小时停
车费、50个碳币可兑换超市优惠券或某景
点门票一张……眼下，“积碳分、兑碳币，乐
享碳普惠”成为抚州市民生活的新时尚。

为推动绿色发展与公众生活深度结
合，2017年 8月，抚州开始探索碳普惠机
制，让城市居民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有了

“价值”。
登录“我的抚州”智慧服务APP，名为

“绿宝”的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映入眼帘，
其中包含了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社会公
益等19个低碳应用服务。市民注册后，步
行、扫码乘公交、在线医疗挂号就诊等都将
被APP后台自动计算碳分并折算成碳币。

“在‘碳币’折算激励方面，我们明确了
公共资源激励、社会公益激励、商业折扣激
励3种不同模式，通过可持续的激励方式，
推进碳普惠机制的有效运行。”抚州市碳普

惠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瑞春介绍，
市民借阅图书、停车、骑共享单车等都可直
接用碳币折算减免，实实在在享受优惠。

“步行2000步就能领取1个碳币，网上办事
一次能领5个碳币，就连阅读新闻都有碳币
可领。”抚州市民黄芳说，自从开通了“绿
宝”，她就爱上了步行，既锻炼了身体，还能
享受到低碳福利。

记者在抚州市区首个垃圾分类积碳分
示范点丰源宜合小区看到，小区马路旁边
放有智能分类可回收箱，回收箱分为纸张、
塑料、金属等几大类。十几秒钟就可轻松
操作完成垃圾分类，还可在旁边机器兑换
心仪商品。

“这个平台不仅惠民，而且注重惠商、
惠农，激发平台活力。”杨瑞春介绍，截至
11月底，“绿宝”实名认证用户规模达36
万人次，碳币积蓄量 1841 万余个，减排

2998吨，碳普惠联盟商家达480余家。“在
流量经济时代，‘绿宝’大有可为。”

近年来，抚州市利用“绿宝”平台的影
响力，提升“碳普惠联盟商家”的品牌形象，
特别是针对绿色农副产品在线销售企业，
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搭建起消费者与绿色
农业间的桥梁，带动绿色经济发展。抚州
市还将“绿宝”平台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
溯平台和水产品智能管理中心联通起来，
发展“认养农业”，有效促进农村绿色种养
业发展，打通“惠民、惠商、惠农”之间的可
持续市场循环链条。

如今，“低碳生活有价值、生态产品有
市场、绿色发展有希望”正是碳普惠机制的
生动写照。“我们正努力通过创新绿色文明
机制，推动形成践行绿色理念的社会良好
风尚。”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抚州市委书记
肖毅说。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
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党的
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近年来，抚州市积极探索，
在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方面
先行先试。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抚州把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
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
价值尺度和追求，达成了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识。通
过量化“生态家底”，让生态产
品的生产者获得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切实感受到生态产品
的经济价值。

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统
领发展。曾有一些人认为，抚州
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否言之尚
早。但抚州市“咬定青山不放
松”，通过保护环境来保护生产
力，通过改善环境来发展生产
力，实现了“显山露水”，蓬勃
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便是最佳佐
证。这些探索和尝试也可为其他
城市依托生态环境转型发展提供
借鉴。

直面问题，敢于担当，大
胆探索生态价值实现路径。面
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课题，面对国家科学评价生态产
品的技术和核算体系还未形成、生态补偿制度还不完善、
生态保护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难题，抚州市没有徘徊观望，
而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在担当中寻找良方。4 年多来，
抚州市另辟蹊径、大胆尝试、因地制宜出台了60多项政策
文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体制机制难题，破除了一个又一
个转化壁垒，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需要更
多敢于吃螃蟹、敢啃硬骨头的先行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久
久为功，只要坚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就一定能够让高颜值
的生态环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高品质的美好生活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

再
多
一
些
啃
硬
骨
头
的
先
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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