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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绿色 G DP 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 境成本, 因此克服了 G DP 固有的缺陷, 成为 新发

展观 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它对公 正评价社 会经济增长 过程, 促进我国 可持
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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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可持 续新科学发展 观的日益重
视, 一个注重以人为本、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 科

说, 绿色 GDP 概念的提出, 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及有效利用资源的一个结合点, 它可以从

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反映人们生活水平和

根本上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低排放、
高

质量的新的理念

绿色经济理念开始形成。绿

利用的集约型模式转变, 从而真正把可持续发展

色经济( 绿色 GDP ) 有哪些特点, 提出的背景、目
前研究现状、
实际操作中的困难等, 无论从理论上

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
各个领域。绿
色 GDP 是 GDP 的补充和完善, 体现了经济与自

还是实践上, 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然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一、什么是绿色 GDP

二、为什么要提出绿色 GDP

绿色 GDP 是近年来可持续新科学发展观促

20 世纪末, 人们越来越关注一个国家的经济

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

活动对全球和地方环境的影响, 人们越来越认识

中全会首次提出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 和 五个统筹 的新发展战略后, 其意义得到进

到, 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要有赖于环境提
供的服务。目前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水

一步凸显。所谓绿色 GDP 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

平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从历史的

除了自然资产( 包括资源环境) 损失之后新创造的

角度看,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效应: 一方面

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通俗地讲, 就是
在 GDP 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 主要包括土地、森

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 即正面效应; 但另一方面又
在破坏资源、污染环境, 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林、
矿产、
水) 、环境( 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
人

即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 一是资

文环境等) 的破坏性影响后的余额( 有人比喻为:
灰色 GDP- 黑色 GDP = 绿色 GDP) , 是经济 净

源数量的减少。指生产过程中无休止地向生态环
境索取资源, 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 二

增长概念, 它能更全面、
准确地体现国民经济的可

是环境质量的恶化。指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

持续发展。绿色 GDP 占 GDP 的比重越高, 表明

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

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 负面效应越低, 经
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可以

化。现行的生产总值核算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
面效应, 而没有反映资源的耗减和对环境破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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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负面效应, 即没有考虑资源、
环境成本。比
如, 采伐林木, 经济总量增加了, 但过量采伐后减

核算范围到底应算到哪里, 资源价格如何确定等,
绿色 GDP 是在 GDP 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

少了自然资源, 破坏了生态环境, 相应的成本就应

的, 是以 GDP 为基础的, 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指

在经济总量中扣除; 再比如, 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
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

标, 应允许对其有一个研究探索过程。

扣除。GDP 只看到 了发展、繁荣的一面, 没有看
到生产对资源环境消极影响的一面, 因此 GDP 核

三、绿色 GDP 有哪些特点
一是绿 色 GDP 是核心 指标发 展的新 阶段。

算相 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说, 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在以 GDP 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 反映生产成
果的核心指标是不同的。从我国历史看, 核心指

中, 自然资源被认为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

标的演变过 程是: 农产品阶段、工农业总产值阶

免费商品 , 可以无限地供应, 它们的价格是零。
同样, 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般来说也没

段、
社会总产值阶段、
国民收入阶段、GDP 阶段,
前三个阶段是物质生产核心论阶段, 到了 GDP 阶

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 比如将炼焦对空气的污

段就将非物质生产纳入核心指标, 为的是强调物

染货币化有相当的难度) , 因而也是不计入 GDP

质生产活动与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和谐发展。绿色

的。尤其在我国现阶段, GDP 是国民经济的核心
指标, 对各级政府指导经济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

GDP 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将纯自然因素也纳入
核心指标, 为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

引导作用, GDP 指标中的缺陷反映到具体工作中

以绿色 GDP 与 GDP 的区别是本质性的, 它表明

很容易造成滥采滥伐、边生产边污染等破坏性生
产活动。由于 GDP 不反映环境和资源的情况, 未

社会经济统计核心指标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
二是绿色 GDP 扩大了生产成本的计算范围。

计破坏性后果, 因而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经济发展

以往的生产活动只限定在 人类活动 的范畴, 生

全貌。因此, 对现行 GDP 核算进行相应调整就显

产成本只统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东西, 对非人类

得尤为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在 GDP 之外又提绿
色 GDP 的原因。

活动产生的纯自然物( 如空气、
地下水、山体等) 是
不计入生产成本的。如煤矿的生产成本只包括实

资料显示, 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

物成本( 如原材料、
燃料、动力) 、
服务成本( 如运输

3 倍, 国土严重超载; 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

费用、电信费用) 、
资金成本( 如利息) 和人工费用

的约 1/ 2, 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2 500 立方米,
是世界人均水量的 1/ 4。同时, 单位产值的矿产

等, 这些成本要素都不是纯自然物品, 在这里, 纯
自然的物品( 如煤矿所在地的地下水、
空气、
地表

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却是世界平均值的 3 倍; 单

植被等) 是不直接计入生产成本的。绿色 GDP 突

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 而单
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 16 倍多; 中

破了传统生产成本的界限, 将对自然界的资源耗
减也计入生产成本, 试图用增大生产成本的方式

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 1/ 35。而

来引起生产者对自然环境的重视, 从而降低生产

目前生态污染损害多数不计入成本。生态成本将

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见,
绿色 GDP 概念的提出, 的确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

三是绿色 GDP 突破了原有的生产核算理念。
绿色 GDP 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强调了人

环境保护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与自然的和谐, 与传统生产方式下指标概念有着

绿色 GDP 的出现是经济核心指标发展的新
阶段。同一般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 经济核心指

本质的区别, 绿色 GDP 与 GDP 的区别实际上远
大于 GDP、
国民收入、
社会总产值三者间的区别,

标经 历 了 从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因为后三者都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的范畴, 是 纯

国民收入

GDP, 范围从工业、
农业发展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人类活动统计的概念, 而绿色 GDP 是新生产方式

再到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 到现在为止, 年报行业
还在细化, 还在变 更。同样, GDP
绿色 GDP

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概念, 是对固有的生
产方式理念的一种突破。

仍然需要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比如绿色 GDP 的

四是绿色 GDP 反映了社会生产的 纯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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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生产活动的统计, 只注重正面作用的统计,
其统计结果实际上是 毛 收入的概念, 绿色 GDP

家统计局等部门合作, 主要搞了水、
工业污染方面
的测算) 等。通过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

顾及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是 纯 收入的概念, 反

经济损失货币化, 能使人们懂得: 资源有价, 环境

映了社会生产的 纯成果 。
五是绿色 GDP 核算属于未来科学。从绿色

有价, 并从中清醒地看到经济开发活动给生态环
境带来的负面效应, 看到伴随 GDP 的增长付出的

GDP 所反映内容看, 其与 GDP 有本质的区别, 它

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 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

绝不是 GDP 中的一种( 绿色 GDP 概念名称本

时应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身就很值得商榷) 。绿色 GDP 是未来核算科学发
展的方向, 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主、
客观条件都不

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使绿色 GDP
核算从理论走向实践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 必

具备。如果将绿色 GDP 纳入价值统计的范畴, 目

须对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量化估

前开展这项工作还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比如
资源如何在合理的时空范围折价, 如何将环境影

价, 找到它们正确的价格表现形式, 这是一个非常
困难的课题。其次, GDP、绿色 GDP 属流量范畴,

响科学地量化、货币化, 这些问题绝不是短期可以

而资源环境属存量范畴, 如何实现流量和存量的

解决的, 必须通过长期的工作积累。从科学的工

衔接同样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目前资源环境的基

作态度讲, 目前开展绿色 GDP 核算, 应该重理论、
重定性、重宣传、重基础建设、重某一方面试点实

本核算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 一是实物量核算, 二
是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

践和研究, 切不可盲目全面推开。

的基础上, 我国正在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实物

四、当前国内外绿色 GDP 核算还处于
研究阶段

量核算研究, 目的是为开展以绿色 GDP 为核心的
国民经济核算作准备。价值量核算中, 从理论上

1997 年世界银行开 始采用 绿色 GDP 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 , 重新 衡量各国扣除 了自然资产

价, 不能交易的通过未来收益来估价, 污染按治污

来讲, 能够市场交易的资源用市场交易价格来估

( 包括环境) 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近年来,

成本来估价。价格问题很复杂, 涉及部门多、
品种
多, 操作起来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际上还没有

我国对绿色 GDP 的认识 逐渐深入, 不少 专家学

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 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正式

者、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纷纷提出完善和深化我国
的 GDP 核算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有些省已开始这

公布绿色 GDP 统计数据。但由于绿色 GDP 所反

项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如海南( 和林业部、
国家统

映经济增长客观真实的优越性, 开展绿色 GDP 核
算肯定是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应积极进行这方面

计局合作, 主要搞了林业方面的测算) 、重庆( 与国

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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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reas the green GDP can account for t he cost price of environment in t he course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it serves as a signif icant index of economic grow th in t he new economic cont ex t.
T herefore, a growt h model plays it s ex ceptional role in f air evaluat ion of the economic grow t h and improvement of our sust ainable developm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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