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惠远,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城乡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生态文明战略等领域研究工作,本文主要观点为作者在“2020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模式与成效评估研究

张惠远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 北京　 100012)

【摘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破解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

问题, 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在分析我国“两山”理念主要实践进展的基础上, 总结了六大类“两

山”实践典型模式, 构建了“两山指数”用于“两山”建设成效评估, 以期为推动全国“两山”实践进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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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深入思考发展与保护关

系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体现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重

要转折与变革, 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

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并旗帜鲜明地指明了两者存在协同

共赢的路径, 创造性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 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也是保护经济社

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为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3] 。
“两山”理念最早于 2005 年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江安吉余村时提出[4] 。 201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

演讲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

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5] , 对“两山”理念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 2015
年“两山”理念被列入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 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2017 年 10 月, “两山”
理念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逐步成为指导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南和推动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6] 。 2020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到浙江、 陕西、 陕西、 吉林等地考察调研, 强调

要保护好“绿水青山”, 走绿色发展之路, 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两山”理念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当前, “两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

行动[7] , 成为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破解我国当前资源环境约束难题, 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8] 。 但在实践中, 也存在

着不会转化、 建设成效不明确、 建设方向把握不准等问

题。 开展“两山”实践路径模式总结、 梳理和成效评估,

对于推进全国“两山”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1　 “两山”实践主要进展

“两山”实践是各地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8-10] , 其中以生态环境部推动

各地开展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

设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1. 1　 形成了以点带面的“两山”实践新格局

自 2017 年起, 生态环境部先后组织命名了 3 批 52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涵盖山区、 平原、 林区、 牧

区、 沿海、 海岛、 少数民族地区等不同资源禀赋、 区位

条件、 发展定位以及地市、 县区、 乡镇、 村以及林场等

不同主体, 为全国“两山”实践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参考

样本。
1. 2　 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推进成效显著

各地依托“两山”基地建设, 在夯实“绿水青山”本

底、 壮大绿色发展动能、 探索“两山”转化机制、 培育生

态文化和推动绿色惠民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如山西右

玉、 浙江新昌等一批过去生态或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实现

由坏到好的转变; 安徽旌德、 江西靖安等一批生态优

良、 发展较为落后地区培育形成全域旅游、 有机农业等

绿色增长点; 浙江省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入围

改革开放 40 年地方改革创新案例; 塞罕坝、 浙江“千村

示范、 万村整治”获得联合国环境署的地球卫士奖。
1. 3　 “两山”建设更加规范, “两山”理念指导作用更加

凸显

为规范“两山” 建设活动, 生态环境部制定了“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管理规程, 形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同时, 把生态环保扶贫、
乡村生态振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与“两山”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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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结合, 推动农村地区“两山”实践水平提升。 已命名的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中,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

比约 25%, 为贫困地区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贫困地区经

济、 社会、 生态方面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示范样板。

2　 “两山”实践的典型模式

结合生态环境部命名的 3 批 52 个“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的实践探索和典型经验, 归纳形成六种典型模式。
2. 1　 以实现保护者受益为根本的“生态补偿”型

生态功能极为重要、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区, 借

助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各级财政资金及各方

生态补偿政策, 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 确保“谁保护、 谁受益”。 如, 西藏工布江达、 贵州

赤水等地, 对因保护生态环境损失发展机会的社区不断

提高补偿标准, 同时设置生态公益岗位, 拓宽就业渠道

和增收方式, 实现农牧民脱贫增收与生态环境保护共

赢,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
2. 2　 以夯实“绿水青山”根基为重点的“绿色银行”型

生态环境脆弱、 本底较差的地区, 按照优先实施生

态治理修复的思路, 坚持不懈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生态

环境复绿增绿与生态资产储值增值。 如, 塞罕坝机械林

场、 山西右玉县、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等地区, 几代人发

扬久久为功精神, 推动黄沙变绿洲、 贫川变良田, 实现

生态环境历史性转变的同时, 依托林木资源发展林下经

济、 苗木产业、 生态旅游等, 推动保护与发展双赢。
2. 3　 以探索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新路径为主导的“山歌

水经”型
生态环境优良、 资源特色突出的地区, 围绕自身环

境特点和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生态旅

游, 探索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的新路径。 如, 云南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保护区依托梯田文化探索发展“稻鱼

鸭综合种养+旅游”模式, 内蒙古阿尔山依托优美林草

景观资源、 江西婺源和四川稻城依托独特山川人文风

光, 实现一方水土“富养”一方人。
2. 4　 以打造生态品牌提质增效为主导的“品牌引领”型

以农业为主导功能的地区, 按照借力生态、 品牌赋

能的思路, 推动生态种养业规模化、 品牌化、 高端化,
不断扩大绿色、 有机、 无公害、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规

模, 培育打造特色生态品牌, 提高产品附加值, 实现生

态与发展协同互促。 如, 安徽岳西、 河南栾川等地, 发

展“三品一标”产品生产基地, 打造生态农场、 田园综合

体, 促进经济与生态效益双提升。
2. 5　 以“生态+”多业态融合为主体的“复合业态”型

生态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 资源开发强

度较大或资源利用枯竭的地区, 以产业链条纵向延伸和

“生态+”业态横向拓展为目标, 通过培育资源节约、 环

境友好的生态产业, 实现新业态多元融合发展, 形成产

业合力效应。 如, 吉林集安围绕特色人参资源, 打造集

种植、 生产、 加工、 物流、 研发、 示范、 服务、 旅游为

一体的人参全产业链; 贵阳乌当以生态大数据为基础,
协同推动都市农业、 休闲旅游、 康养运动、 健康养生

发展。
2. 6　 以推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为牵引的“市场带动”型

生态资源丰富、 制度建设完备的地区, 以构建生态

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运作和市场交易体系为重

点, 探索运用股权化、 证券化、 债券化、 基金化等金融

化、 资本化手段以及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平台, 变生

态资产为真金白银。 如, 浙江丽水探索建立生态信用制

度体系, 推动绿色债券、 农产品收益保险和绿色企业贷

款保证保险。

3　 “两山”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构建

典型模式总结研究解决了地方“两山”实践中不会

建设、 不会转化的问题。 构建“两山”建设成效评估体系

则有助于解决建设成效不明、 建设方向把握不准的问

题, 为定量评价地方“两山”建设水平, 引导地方明确

“两山”建设目标、 方向和重点任务, 推动实现绿色发展

提供重要依据。
3. 1　 构建“两山”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的基本考虑

评估体系要立足于“两山”理念内涵。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是包括生态环境、 经济、 社会、 人等多个

方面的复杂综合系统, 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

用。 单一指标的变化并不能反映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

整体状况, 评估体系要综合考虑多要素、 多任务、 多层

级, 紧紧抓住能够反映整体状况的关键性指标, 全面体

现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思维。
评估体系要着重考虑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 一方面

要考虑不同地区生态本底特征、 资源环境承载力、 社会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 提高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保障

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另一方面要重点关注建设

过程中的努力程度, 避免由于基础差异而导致的“输在

起跑线”和“躺赢”等情况的发生。
评估体系要能够评估、 诊断、 校准、 引导地方“两

山”实践。 一方面可用于横向分析比较建设成效, 客观

反映地区间差异, 以评估结果为依据, 剖析建设水平,
总结转化路径和经验模式等; 另一方面要能够用于纵向

诊断把脉建设进程, 分析年际变化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和不足, 动态优化调整“两山”建设任务, 引导“两山”
建设不断向好。
3. 2　 “两山指数”及其构成

结合“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管理实际, 在参考国

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从构筑“绿水青山”、 推动“两山

转化”、 建立长效机制 3 个维度构建了“两山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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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资产状况、 “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程度、 “两山”保障程度以及“两山”转化路

径, 量化表征“两山”建设水平和成效, 引导推动绿色发

展的综合性指数, 又进一步分为“绿水青山”指数、 “两

山转化”指数和“两山保障”指数, 共包含环境质量、 生

态状况、 民生福祉、 生态经济、 生态补偿、 社会效益、
制度创新和资金保障 8 项任务 20 个具体指标, 其中:

“绿水青山”指数着重考虑区域生态环境优势和生

态资产情况, 对应守护“绿水青山”, 提高生态产品供

给, 保值增值自然资本等方面内容。
“两山转化”指数着重考虑“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

山”转化的路径、 效益及转化程度, 对应绿色发展水平

和不同主体福祉的提升。 主要包括民生福祉、 生态经

济、 生态补偿、 社会效益 4 项任务。
“两山保障”指数着重考虑制度创新和资金投入对

“绿水青山”保护和“两山转化”的保障程度。

图 1　 “两山指数”评估体系

3. 3　 “两山指数”的应用

“两山指数”作为评估、 诊断、 校准、 引导“两山”
实践的综合分析工具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后评估管

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横向比较分析建设成效。 根据“两山指数”及三个

分指数评估结果, 开展不同地方横向间差异、 趋同和成效

比较分析, 客观反映“两山”建设成效, 并以评估结果为依

据, 按照相近原则开展归类研究, 梳理剖析建设水平、 转

化路径和经验模式等。 同时可选取评分较高的地方作为典

型案例、 样板案例, 进一步凝练“两山”转化的路径模式,
分析总结适用范围、 转化条件和经验启示等。

二是纵向诊断把脉建设进程。 地方可逐年或按照“两
山”管理规程以三年为周期开展“两山”建设成效自评估,
全面分析“两山指数”及各分指数的年际变化情况, 及时

发现“两山”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深入剖析变

化机制与发展趋势, 以评估结果作为动态优化调整“两

山”建设的重要依据, 引导“两山”建设不断向好。
三是科学指导地方实践应用。 地方在开展“两山”

实践探索, 推进“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以及具体制

定实施方案、 行动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等过程中, 可参

考“两山指数”设定特色目标指标, 明确“绿水青山”保

护、 “金山银山”转化、 长效机制保障、 绿色惠民共享等

方面任务, 引导地方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保护经

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探索

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4　 对策与建议

“两山”理念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
加快推进“两山”实践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 保持战略定力, 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

济发展协同推进, 主要建议如下:
4. 1　 进一步发挥“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强化美丽中国支撑

持续开展“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稳步提高示

范建设数量规模, 进一步以示范建设筑牢美丽中国基

础。 针对我国幅员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区域差异

大等特点, 进一步优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布局, 提

高差异化探索力度, 丰富“两山”建设的区域模式。 进一

步加强乡村生态振兴和“两山”实践的政策衔接, 推动

乡村振兴、 农村环境整治与“两山”实践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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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加强经验模式的推广完善, 全方位推动我国“两
山”实践进程

以地方“两山”实践经验为基础, 不断总结梳理, 持

续凝练和完善“两山”实践典型模式, 对其适用范围、 条

件、 成效等方面开展评估, 并积极利用典型案例汇编、
新闻媒体专题报道、 制作专题纪录片、 引导公众走进

“两山”建设地区等多种形式, 加大对“两山”建设成功

经验、 有效模式的宣传推广, 为其他地方“两山”实践提

供借鉴与示范。
4. 3　 推动“两山指数”的规范化与实践应用, 定量指导

“两山”实践探索

研究制定“两山指数”评估技术导则, 进一步明确

规范性引用文件、 涉及的术语定义、 评估原则、 工作程

序、 评估方法以及技术要求等, 规范引导评估管理。 同

时, 加强“两山指数”应用, 靶向推动“两山”建设。 适

时开展成效评估和动态管理, 查找问题和不足、 横向比

较差异、 纵向比较进程, 动态调整优化建设任务, 补足

建设短板, 共同提升“两山”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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