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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扶贫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态扶贫经历萌芽、探索、成熟

三个演进阶段，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扶贫制度体系，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对

贫困的终结，相对贫困的伊始，中国反贫困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论文从理论层面分析生态建设与贫困治理的内

在联系，从实践层面剖析生态扶贫的创新性探索，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中国生态扶贫科学有序推进提供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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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ZHENG Jicheng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crucial part of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ʼ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are three evolutionary stages abou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and maturity.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hina to eradicate absolute poverty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end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lative poverty, China’s anti-poverty caus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post-
poverty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and orderly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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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人与环

境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纵观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和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空间分布，大

部分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然灾害

频发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区域性整体贫困叠加在一

起，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资源掠夺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致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陷入“经济

发展滞后—区域性贫困—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难以良性

提升—贫困继续升化—继续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模式。

基于这一客观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导下，国家启动生态扶贫工程，将贫

困问题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生态

扶贫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生态建设与

贫困治理的内在联系，从实践层面剖析生态扶贫的创新

性探索，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中国生态扶贫的科学

有序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缘起与理论述评

贫困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消除贫困是一个世

界性的难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多位经

济学家因贫困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

学奖。20 世纪 90 年代末，理论界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建

设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联系，直到 2015 年“生态扶贫”

概念正式提出后，关于生态扶贫的理论研究才开始进入

系统化。现阶段，基于生态视角来研究阐释贫困现象的

成果还相对较少。

具体来看，围绕“生态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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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方面：（1）关于“生态扶贫”概念内涵的界定。“生态

扶贫”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生态扶贫（新

词·新概念）》，将生态扶贫界定为：生态扶贫，是指从

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

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一种新的扶贫方式
[1]。这一概念性阐释为学者进一

步探讨“生态扶贫”的概念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广义 [2] 

认为，应该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界定“生态扶贫”的范畴；

黄金梓 [3] 基于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视角提

出“精准生态扶贫”的概念；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维度对

“生态扶贫”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目前理论界对“生态扶

贫”的概念尚未统一。（2）关于生态与贫困的关联性研究。

李周和孙若梅
[4] 统计得出，中国生态脆弱区中有 75.92%

的县份为国家级贫困县，67.96% 的耕地面积处于贫困区

域内，75.86% 的人口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王晓毅
[5] 针对

生态、贫困和扶贫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

证；万健琳和杜其君
[6] 从经济、生态与民生的耦合路径

维度解析了生态扶贫的内在逻辑。（3）关于生态产业扶贫

体系建构的研究。刘慧和叶尔肯 • 吾扎提
[7] 从生态产业

发展的维度提出构建生态化产业体系，具体涵盖低碳工

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三大模块。（4）关于生态补偿

式扶贫的研究。徐丽媛和郑克强
[8] 运用博弈论对“生态补

偿式扶贫”进行论证，认为做好生态补偿式扶贫需要从思

想观念、机制建设、资金支持等方面构建起有保障的长

效机制。（5）关于生态扶贫绩效评估的研究。张涛等
[9] 围

绕“生态移民综合效益评价”构建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贾耀锋
[10] 从微观层面对生态移民评估对象、评估区域、

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进行系统的概述。（6）关于生态扶贫

模式的理论探究。胡振通和王亚华
[11] 系统阐释了生态扶

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雷明 [12] 将生态扶贫的模式划

分为原地生态扶贫模式和易地生态模式两类；史玉成 [13]

从类型化视角将生态扶贫模式归纳为生态补偿扶贫、生

态建设扶贫、生态产业扶贫；王萍和杨敏 [14] 提出构建新

时代农村生态扶贫的“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协同机制。

综上看出，当前学术界关于生态扶贫的理论研究更

多是侧重于微观现象解释层面，围绕生态扶贫的逻辑结

构、价值内涵、基本范式、战略转型等理论研究还相对

不足。因此，立足于中国贫困治理重心从消除绝对贫困

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的历史新方位，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生

态扶贫理论与实践问题十分必要。

2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的逻辑关联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是一个复

杂的认知问题，更是一个动态多面的客观现象。由于区域

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区域内人群的基本生计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由此产生贫穷 [15]。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其

生存方式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围绕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贫困群体却无力对日

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于是就导致了生态环

境的持续性恶化与区域内人群持续性贫困的恶性循环 [16]。 

由此可见，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和空

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亦称之为耦合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1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的逻辑关联

2.1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空间重叠

从空间地理分布来看，生态脆弱区与集中连片特困

区呈高度重叠性，贫困群体多分布于生态脆弱区划范围

内，生态脆弱区涵盖了 80% 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 832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有 232 个县为生态

极强脆弱县、313 个县为生态强度脆弱县、55 个县为生

态中度脆弱县 ；在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中，80% 的区

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然灾害频

发区。如地质灾害频发的滇桂黔石漠化区。

贫困表现为经济发展迟缓落后，生态脆弱表现为生

态退化。基于地理空间解析的视角来看，大部分经济落后

地区和生态退化地区高度重合，区域内整体贫困与生态脆

弱深度叠加。这种叠加现象，将区域性贫困与生态脆弱联

系在一起，形成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性的结构性特征，

以及由这种结构性动态变化所引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2.2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耦合关系

就贫困地区而言，生态退化源于粗放型自然资源利

用方式。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内居民对基本生活

必需品（诸如粮食、能源燃料、建筑材料等）的需求只

能单纯向大自然索取，以此作为维持基本生活和发展

的单一选择。具体来看，主要通过广种薄收、无序滥

垦等方式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这种方式对区域生态环

境的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导致区域生态日益脆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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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恢复能力逐步下降。目前，中国 90% 的草原地区均

为生态脆弱地区，无序开垦、过度放牧和忽视草原的

环境承载力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草原退化越来越严重、

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弱。同时，贫困地区大部分处于农

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居民整体文化程度相

对偏低、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相对较窄、生态保护意识

相对不足，导致居民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认知不

足，使得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愈来愈敏感、愈来愈脆弱。

2.3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动态逻辑

生态脆弱区的资源短板对地方经济发展构成了强约

束，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地区发展的承载能力。由于

在生产生活中忽视对大自然的保护，打破了生态系统原

有的平衡，致使很多地区生态环境变得十分敏感，石漠

化地区持续外延、泥石流灾害剧增、病虫灾害频发，这

些由生态系统引发的灾害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中指出，中国生态

脆弱区每年因沙尘暴、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

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2 000 亿元人民币，

自然灾害损失率年均递增 9%。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和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

态功能区均作为禁止开发区，60% 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为禁止开发区。

3  中国生态扶贫理论演进与实践路径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正如马克

思 [17] 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

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生态扶贫伴随着人类对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认知深化而诞生，并在国家宏观

战略动态调整中发展成熟。

3.1  中国生态扶贫理论演进

纵观中国 70 多年的反贫困史，生态扶贫由初步探

索走向发展成熟，经历了萌芽、探索、成熟三个阶段，

形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中国特色生态

扶贫理论体系。

（1）萌芽阶段（1949—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1958 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要使

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

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18]。随着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随之出现。1973 年，第

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环

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全

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由此开启了

中国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历史先河。这一时期，国家

提出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思路，为后期生态文明建设

奠定了理论基础。

（2）探索阶段（1973—2012 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逐渐暴露。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生态保护、

生态安全、生态建设、生态农业等概念，倡导人口、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思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思路和党

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确立，生态文明成为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形成集约型的

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特别是贫困地区生态

修复和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总体战略，生态扶贫的概念开

始形成，生态扶贫理论开始建构，逐步探索出以生态保护、

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产业为核心的生态扶贫模式。

（3）成熟阶段（2013 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具有全

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扶贫开发重大

战略，并从生态与经济、生态与生产力、生态与民生维

度揭示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脱贫攻坚的逻辑联系。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提出“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

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

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的思路。2018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强调要加强生态扶贫，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大

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

在国家宏观战略指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

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扶贫发展理念，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

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

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使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

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生态环境部也出台《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围

绕生态扶贫的基本思路、主要形式、战略目标、重点任务、

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部署。由此，中国生态扶

贫形成了科学系统的宏观战略和微观政策（表 1），标志

着生态扶贫理论由实践探索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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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生态扶贫的政策架构

政策文件 具体内容

宏观
战略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
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
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
得到更多实惠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

加强生态扶贫，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
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
态改善和脱贫双赢

微观
政策

《生态扶贫工作
方案》

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为准绳，以
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
促进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助力打赢精准脱贫
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协同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促进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从生态环境保护中稳定受益，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大格局

3.2  中国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

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以生态资源的多层次利用为先

决条件，通过基础层、产业层和服务层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和培育生态服务市场，形成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产业链。

（1）基础层。生态扶贫的基础层，表现为在生态扶贫

战略实施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性扶持。其核心是通过

组织贫困人群参与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常态化将贫

困人口聘任到生态公益性岗位参与生态区域的日常管护，

探索生态保护补偿的合理化模式，帮助贫困群体获得劳

动报酬，增加贫困群体整体性收入。在中国特色反贫困

理论架构中，针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涉及面最广、

实施力度最大、资金投入最多的扶贫项目，也是实施效

果最好、带动能力最强、贫困群体增收最明显的扶持措施。

（2）产业层。生态扶贫的产业层，表现为绿色发展

理念对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的市场化开发所形成的生态产

业。按照绿色发展的市场化需求，依托贫困地区优质的

生态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业，打造具

有地域优势的生态产品，带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推动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具体来看，生态扶贫战略结构的产

业层主要涉及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下产业，通过林

地流转、合作经营、入股分红、订单帮扶等多种形式，

形成集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为一体的利

益联结机制，以此拓宽贫困人群的增收渠道。

（3）服务层。生态扶贫的服务层，表现为依托生态

资源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功能所形成的消费结

构。基于最终产品的结构类型，生态产品不仅包括取之

于自然生态实物资料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如木料、药材、

油料等），还涵盖了环氧水源、碳储存、气候调节等生

活性服务功能。由生态产品的生活性服务功能所形成的

消费市场是生态扶贫的核心关键，推动生态扶贫从生态

建设项目扶贫向生态产品消费扶贫的升级。

3.3  中国生态扶贫的主要成效

经过萌芽、探索、发展三个阶段的演进，中国生态

扶贫基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与主导模式。特别

是《生态扶贫工作方案》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生态扶贫取

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

然灾害频发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贫困群

体整体性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1）初步建立生态扶贫的制度框架。从整体维度上

看，中国已经建立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生

态扶贫制度架构。从战略维度来看，中国生态扶贫政策

架构，既包含宏观战略层面的制度设计（诸如《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又包含实践探索的操作指引（诸

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

意见》）。

（2）贫困地区生态产业初具规模。生态扶贫政策实

施过程中，按照地方特色和品牌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因

地制宜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木本油料等生态产业，

并与旅游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专项扶贫深度融

合，形成较为成熟的生态产业市场和产品业态。截至

2019 年，在生态扶贫战略指导下，中国建设国家林下经

济示范基地 370 家，生态产业总产值达到 4.26 万亿元
[19]。

（3）生态治理能力显著增强。自 2016 年以来，中国

生态扶贫覆盖全国 22 个省份，推动了一批重大生态建

设项目，诸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

湿地保护与恢复等。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积持续增加，

水土流失和沙化土地显著降低。同时，国家认定森林乡

村 7 586 个，生态扶贫累计带动 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
[20]。

4  后扶贫时代中国生态扶贫战略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已

经“探索出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21]，进入可持续发

展的康庄大道。后扶贫时代中国生态扶贫必须在马克思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坚持绿色

理念、精准导向、点面结合、持续推进的发展思路，打

造以生态补偿、产业发展、移民安置、修复治理为核心

的结构范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相对贫困治理更加

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

4.1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石

生态扶贫是当代中国最有效的贫困治理方式之一，

将人与自然、社会整合为一体，构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生产力。中国生态扶贫理论源于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

并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习近平生

态文明发展观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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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扶贫的价值内涵与马

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既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也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

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系统

阐释出隐匿于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

类史，且只要有人的客观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

相互制约
[22]，自然生态是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

赖以生长的基础，必须将生产力与生产力的主体紧密地

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劳动者和作为生产

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的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马

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两个和解”的经

典论述，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与“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

个和解”经典论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类未来实现生态文

明的终极价值。可以看出，马克思清楚明晰地阐明了自

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为人类认识自然环

境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2）习近平生态文明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发展

观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众所周知，

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主要载体，立足于当代工业

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

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4]。可以看出，这一重大论

断从本质上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促进发展经济，

加强生态建设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并由此

形成以“两山论”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发展观。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与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生

态扶贫的本质是以绿色理念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通过增

强贫困地区生态意识将生态建设与贫困治理有机结合起

来，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4.2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发展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健康

福祉，必须解决好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构性

矛盾。生态扶贫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实践

内容，必须坚持绿色理念、精准原则、点面结合、持续

推进的战略思维，推动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协调发展。

（1）绿色理念。理念是思维意识的导向，经济社会

发展理念是发展观在思维意识层面的内在体现。“两山

论”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

济高速发展的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低碳、

绿色、循环”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后扶贫时代的

生态扶贫战略，应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项目、

开发低碳产品、发展循环经济、倡导清洁能源，建立绿

色为导向的生态扶贫模式。

（2）精准原则。精准型原则是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成绩的重要条件，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治理相对贫困的关键所在。后扶贫时代中国生态扶贫

的理论建构，必须在生态优先的基本前提下，始终将精

准型原则贯穿于相对贫困治理全过程。一方面，建立国

家层面的动态可视化数据系统，针对生态脆弱区进行数

字化动态管理，实现生态脆弱区监管的精准性 ；另一方

面，围绕生态脆弱区的贫困群体进行精准化管理，确保

生态扶贫实施效果、贫困群众收益情况能够精准掌握。

（3）点面结合。生态脆弱区和生态敏感区大部分处

于生态过渡区，大多也分布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

交错带，在地理空间上均以集中连片的方式存在。后扶

贫时代中国生态扶贫战略，应该将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

紧密结合，以国家宏观战略为指导，突出区域发展的特

殊性，综合考量生态敏感的复杂性，注重贫困群体的差

异性，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推动生态扶贫模式的结构性

转变，实现生态效益和治贫效果互利共赢。

（4）持续推进。生态建设的持续性是生态脆弱区和

生态敏感区修复的基础性条件，贫困治理的持续性推进

是确保贫困群体由摆脱绝对贫困到发展致富的有效途

径。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必须立足于长远发展来进行顶

层设计。一方面，生态建设的持续性推进是贫困治理的

基础保障，只有将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好、建设好、利

用好，贫困群体的发展才会有保证，贫困人口的脱贫才

能可持续 ；另一方面，贫困治理的持续性是生态建设的

基础条件，只有改善了贫困地区发展条件，贫困群众才

有脱贫致富的机会，生态环境才能被更好地保护。

4.3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理论建构

立足于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视角，后扶贫时代生

态扶贫应该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总体需求，构建生态扶贫大格局、形成生态扶贫

大循环、打造生态扶贫大市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

（1）构建生态扶贫大格局。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扶

贫大格局建构，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还应依

靠“有效市场”的活力，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促进”的有

机整体。基于政府维度，继续发挥高效的主导性作用，

建立完善生态扶贫的政策体系、投入体系、责任体系和

监督体系 ；基于市场维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制度优势，在贫困地区建立绿色型生态产业链。

（2）形成生态扶贫大循环。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应该

打破传统分布式的理论逻辑，强化区域之间、部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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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大循环结

构。从横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加强与旅游产业、农

产品种植业、林业经济等业态的深度融合，成为绿色产业

链中的重要环节；从纵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在乡村

振兴战略框架下制订战略规划，明确生态扶贫的推进思路

和阶段性目标，形成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整体性均衡；

从外部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主动融入科技化、数字化、

信息化的发展浪潮，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冷链物流、直

播媒体等现代化载体，形成绿色发展的积极外部影响。

（3）打造生态扶贫大市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如期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也将发生

重大转变，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顺应绿色发

展理念，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将更加注重绿色、环保、

无污染，精神生活将更加倾向本源、归真、原生态，由

生态食品、生态旅游、生态环境组成的消费产品新业态

将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生态产品市场业态的

建构尤为重要，通过生态扶贫理论建构生态产品大市场，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互促共进。

4.4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实践范式

生态扶贫是破解“生态型贫困”困局的制度建构，将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实

现“生态保护 + 贫困治理”的双赢效果。纵观中国生态扶

贫的理论演进，经历了由地方自主探索到中央的认同肯

定，再到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生

态脆弱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出不同类型的反贫困模式，演

变为生态扶贫的实践范式。

（1）补偿型生态扶贫。生态补偿是生态扶贫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贫困群体增加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从价

值层面来看，生态补偿体现了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价值的重要性；从成本层面来看，生态补偿政策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态保护者提供生态服务的成本。同

时，生态补偿政策作为环境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有效手

段，还承担着调节经济系统、民生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

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

补偿型生态扶贫探索实践过程中，云南省贡山县最

具代表性。贡山县是一个以独龙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

县，县域内 55.6% 的地域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1

年全县贫困发生率高达 74%。2016 年以来，贡山县通

过启动“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工程，从全县 3 679 户建档

立卡户中按照“一户一名”的标准评选聘用 2 000 名生态

管护员，户均增加工资性收入 9 600 元
[25] ；到 2019 年，

独龙族在全国率先实现整族脱贫。

（2）产业型生态扶贫。产业型生态扶贫，即以生态为

核心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基于贫困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优势，顺应市场对绿色、生态、低碳、无污

染产品海量需求的趋势，通过龙头企业主导带头、专业

合作社方式运营、互联网 + 销售的模式，培育以生态种植、

生物医药、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为核心的生态产业链，有

效解决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发展不足的问题。

产业型生态扶贫实践探索中，贵州省晴隆县探索形成

的“晴隆模式”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晴隆县是中国 14 个集

中连片特困区中石漠化的典型区域，喀斯特地形地貌突出，

县域范围内 65% 的耕地坡度均在 25 度以上，生态脆弱与

区域贫困相互交织。2006 年以来，晴隆县开始尝试以草

地生态畜牧业为核心的生态产业发展策略。到 2017 年，

晴隆县种植人工草地 48 万亩（1 亩 =1/15 公顷）、改良草地

30.8 万亩，让 1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
[26]。

（3）移民型生态扶贫。移民型生态扶贫，即通过将

影响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群体迁出生态脆弱区和生态

敏感区，避免因居民生产生活给生态系统带来更重的负

担，实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的共赢。具体而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迁出居住在

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的

群体，腾出更多的空间让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和可持续发

展，推动移民搬迁、生态保护、脱贫致富有机融合。

从全国移民型生态扶贫的实践看，宁夏回族自治区

实施的“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扶贫工程”效果十分显著。

宁夏中南部地区涵盖 8 个贫困县（即同心县、盐池县、

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

区域内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失衡明显。2005 年，

宁夏启动“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扶贫工程”，力图通过生

态移民为生态区域修复创造条件 ；到 2015 年，生态移

民搬迁安置 7.2 万户，生态修复土地面积 182 万亩，实

现了区域内 31 万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
[27]。

（4）修复型生态扶贫。修复型生态扶贫主要是针对

荒漠化、石漠化、过度垦殖、过度牧养和过度砍伐的环

境脆弱区，以治理退化生态环境和生态修复工程为核心，

培育低碳产业和探索碳汇交易，推动生态建设重点区域

和高强度区域经济进入绿色发展的轨道，以此带动区域

内贫困群体增收致富。

甘肃省实施的《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支持计划实施方

案》是修复型生态扶贫的典范。甘肃省域内水土流失严

重、土地荒漠化面积大、植被覆盖率低，且贫困面广、

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全省 86 个县（县级市、市辖区）

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高达 58 个。2015 年以来，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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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出台《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支持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以

土地整治、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林业生态保护、草原生

态保护等生态治理为核心的生态扶贫思路，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农牧交

错带已垦草原综合治理等工程
[28] ；到 2020 年，甘肃省

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累计治理与控

制水土流失面积 3 733 平方千米
[29]。

5  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全面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生态扶贫

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从

价值取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彰显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总体需求；从远景目标维度来看，

生态扶贫战略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基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显著；从体制机制维度看，生态扶贫战略凸显出人类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创造力与执行力，建构出多方协同推进

的生态扶贫大格局
[30]。同时，更应该看到，生态扶贫助

力贫困群体摆脱生存型贫困的目标容易满足，让贫困群体

实现长期稳定致富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如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将是后扶贫时代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展望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审时度势地提

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这一重要论述既是马克思贫困理论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

论相结合的最新产物，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总体思路。

面对后扶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轨，接续推进

生态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将生态扶贫内嵌

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既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

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直面相对贫困所表现出

来的隐蔽性、差异性、长期性、动态性等特征
[31]，生态

扶贫也将迎来更高层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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