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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一．生态资产、生态产品与生态产品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二．丽水市基本情况介绍

三．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Ø 丽水市GEP核算

Ø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



生态资产 Ecosystem Assets

Ø 生态资产：是指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
服务的自然资产。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
生态系统。

• Ecosystem assets include forests, 
grasslands, wetlands,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they contain, that provides for 
the flow of ecosystem services.

ü 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湿地等。
ü 人工生态系统：农田、草场和城镇绿地。
ü 野生动植物：大熊猫、东北虎、中华秋沙鸭



生态产品 Ecosystem Products

✦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

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和服务

产品。

² 物质产品(Provisioning products)：

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生态农

业生产的物质产品。如有机农产品、中

草药、原材料、生态能源等；

² 调节服务产品(Regulating products)：

如水源涵养、洪水调蓄、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海岸防护等；

² 文化服务产品(Cultural products)：

如生态旅游、自然景观、美学体验等。



生态产品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ª 是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

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及其价值总和，

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及其经济价值总量，一般以一年

为核算时间单元。

ª GEP is a measure of the aggregate monetary 
value of final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benefiting to people in a given region in an 
accounting period.

生态产品总值（GEP）

GEP

生态系统物质
产品价值

生态系统调节与文化服
务价值

GDP

l GEP与GDP
ü GEP：生态系统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

ü GDP：经济系统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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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描绘生态系统状况。

² 评估生态保护成效。

² 评估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

² 评估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

² 认识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

ü生态依赖性

ü生态支撑作用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目的



GEP核算指标及定义（一）

序号 功能类别 核算项目 说明

1

物质产品

农业产品

从农业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初级产品，如谷物(水稻、小麦、玉米； 谷子、高粱、其他
谷物等)；豆类(大豆、绿豆、红小豆)；薯类(马铃薯)；油料(花生、油菜籽、芝麻、
向日葵籽、胡麻籽)；棉花；麻类(黄红麻、亚麻、大麻、苎麻)；糖料(甜菜、甘蔗)；
烟叶；茶叶；药材；蔬菜；瓜果(西瓜、甜瓜、草莓)；水果(香蕉、苹果、柑桔、梨、
葡萄等)

2 林业产品
林木产品、林下产品以及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初级产品，如木材、橡胶、松脂、生漆、
油桐籽、油茶籽、食用菌等

3 畜牧业产品
用放牧、圈养或者两者结合的方式，饲养禽畜以取得动物产品或役畜，如牛、马、驴、
骡、羊、猪、家禽、兔子年底出栏数；奶类；禽蛋；动物皮毛；蜂蜜；蚕茧等

4 渔业产品
人类利用水域中生物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养殖等方式取的水产品，如鱼类、
贝类、虾蟹类、其他水生动物等

5 水资源 可以直接使用的淡水资源，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

6 生态能源
生态系统陆地上的生物物质及其所含的能量，以及存在于海洋、湖泊、河流中的物质
能源为水体生态能源，它们是清洁的、对环境无污染的、可再生的能源，如沼气、秸
秆、薪柴、水能等

7 其他
用于装饰品的一些产品(例如树皮、动物皮毛)和花卉、苗木等，这些资源的价值通常
是根据文化习俗而定的



GEP核算指标定义（二）

序号 功能类别 核算项目 说明

8

调节服务产品

水源涵养
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和过程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有效涵养土壤水分和补
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

9 土壤保持 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减少雨水的侵蚀能量，减少土壤流失

10 洪水调蓄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蓄积洪峰水量，削减洪峰，减轻洪水威胁产生的生态效应。

11 防风固沙 生态系统通过其结构与过程削弱风的强度和携沙能力，减少土壤流失和风沙危害

12 固碳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CO2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植物体内或
土壤中，有效减缓大气中CO2浓度升高，减缓温室效应

13 释氧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CO2转化为有机物并产生O2的功能，调节大气中氧气含量

14 大气净化
生态系统吸收、阻滤和分解大气中的污染物，如SO2、NOx、粉尘等，有效净化空气，
改善大气环境

水质净化
水环境通过一系列物理和生化过程对进入其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转化以及生物吸
收等，使水体得到净化的生态效应15

16 气候调节 生态系统通过蒸腾作用和水面蒸发过程使大气温度降低、湿度增加产生的生态效应

17

文化服务产品

自然景观
为人类提供美学价值、灵感、教育价值等非物质惠益的自然景观，其承载的价值对
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18 美学价值 依托自然生态环境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如油画、写生、摄影作品等。



GEP核算指标体系

功能类别 核算项目 功能量指标 功能量评价方法 价值量指标 价值量评价方法

产品提供

农业产品 农业产品产量

统计数据

农业产品产值

市场价值法

林业产品 林业产品产量 林业产品产值

畜牧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产量 畜牧业产品产值

渔业产品 渔业产品产量 渔业产品产值

水资源 用水量 用水产值

生态能源 生态能源总量 生态能源产值

其他 装饰观赏资源产量等 装饰观赏资源产值等

调节功能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 水量平衡法 蓄水保水价值 影子工程法（水库建设成本）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量 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RUSLE）
减少泥沙淤积价值 替代成本法（清淤成本）

减少面源污染价值 替代成本法（环境工程降解成本）

洪水调蓄

湖泊：可调蓄水量 基于水文数据核算；或构建模型法

洪水调蓄价值 影子工程法（水库建设成本）水库：防洪库容
监测数据

沼泽：滞水量

防风固沙 固沙量 修正风力侵蚀REWQ模型 减少土地沙化价值 恢复成本法（沙地恢复成本）

固碳释氧
固定二氧化碳量 质量平衡法 固定二氧化碳价值 替代成本法（造林成本）

释氧量 质量平衡法 释放氧气价值 替代成本法（制氧成本)

大气净化

吸收二氧化硫量

植物净化模型

二氧化硫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二氧化硫治理成本）

吸收氮氧化物量 氮氧化物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氮氧化物治理成本）

减少工业粉尘量 工业粉尘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工业粉尘治理成本）

水质净化

减少COD排放量

水质净化模型

COD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总氮治理成本）

减少总氮排放量 总氮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总磷治理成本）

减少总磷排放量 总磷治理价值 替代成本法（COD治理成本）

气候调节
植被蒸腾消耗能量

蒸散模型
植被蒸腾降温价值 替代成本法

（空调/加湿器降温增湿成本）水面蒸发消耗能量 水面蒸发降温价值

病虫害控制 病虫害发生面积 类比法 病虫害控制价值 防护费用法（人工防治成本）

文化功能 自然景观 自然景点游客总人数 旅行费用法 景观游憩价值 旅行费用法



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

² 确定核算地域范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地域范围可以是行政地域单元，也可以

是功能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地域单元，或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组合而成的特定地

域单元。

² 明确生态系统分布。调查核算范围内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与分布，绘制生态系统

分布图。

² 编制生态产品清单。调查生态产品的种类，区分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

三大类，编制生态产品名录。

² 开展功能量评估。评估地域范围内各类生态产品的功能量。

² 确定生态产品价格。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相关的价值评估方法，采用

当年价确定每一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

² 开展价值量核算。在生态产品功能量和参考价格基础上，核算各类生态产品的货

币价值，加总得到生态产品总价值。

GEP核算步骤



丽水市简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丽水市



丽水市概况

Ø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市域面
积1.73万平方公里，占浙江省陆地面
积的1/6，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Ø全市户籍总人口270万人，现辖莲都
区、龙泉市、遂昌县、景宁县等9个
县（市、区）

Ø丽水市地势以中山、丘陵地貌为主，
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1000米以
上山峰3573座，其中凤阳山黄茅尖
1929米，为江浙第一高峰。

Ø丽水市生态系统类型主要有森林、
灌丛、湿地、草地、农田和城镇等
类型。



丽水市概况





丽水市2018年GEP核算结果（一）

功能类别 核算科目 功能量 价值量（亿元）
功能量 单位 价值 比例(%) 小计 比例(%) 总计(亿元) 比例(%)

物质产品

农业产品 205.64 万t 95.02 1.89

162.86 3.24 162.86 3.24

林业产品
木材 43.6 万m3

19.07 0.38竹子 4094.9 万根
其他林产品 8.57 万t

畜牧业产品 8.74 万t 17.79 0.35
渔业产品 2.47 万t 3.59 0.07
生态能源 45.87 亿kwh 24.77 0.49

其他产品 盆栽类园艺 504.12 万盆 2.62 0.05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 139.27 万m3 1197.68 23.84 1197.68 23.84

3659.42 72.83

土壤保持
减少泥沙淤积量 8.75 万m3 193.56 3.85

283.82 5.65减少N面源污染 0.04 亿t 61.52 1.22
减少P面源污染 0.01 亿t 28.73 0.57

洪水调蓄

植被调蓄量 2.38 万m3 20.43 0.41

211.54 4.21
湖泊调蓄量 0.004 万m3 0.03 0
水库调蓄量 23.29 万m3 191.04 3.8
沼泽调蓄量 0.004 万m3 0.04 0

空气净化
净化二氧化硫 0.77 万t 0.1 0

0.15 0净化氮氧化物 0.36 万t 0.05 0
净化工业粉尘 0.72 万t 0.01 0

水质净化
净化COD 2.08 万t 0.29 0.01

0.38 0.01净化总氮 0.43 万t 0.08 0
净化总磷 0.03 万t 0.01 0

固碳释氧 固碳 0.02 万t 2.93 0.06 44.4 0.88释氧 0.05 万t 41.47 0.83

气候调节

林地降温 1657.95 亿kWh 1790.59 35.64

1913.35 38.08灌丛降温 8.12 亿kWh 8.77 0.17
草地降温 6.04 亿kWh 6.52 0.13
水面降温 1194.16 亿kWh 107.47 2.14

病虫害控制 森林病虫害控制面积 0.1 亿亩 8.1 0.16 8.1 0.16
文化服务 旅游休憩 667.88 万人/年 1202.18 23.93 1202.18 23.93 1202.18 23.93

合计 5024.47 100 5024.47 100 5024.47 100



丽水市2018年GEP核算结果（二）

✦2018年，丽水市生态产品总值为

5024.47亿元.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价值：3659.42

亿元，占丽水市生态产品总值

72.83%；

✧文化服务产品总价值：1202.18亿元，

占丽水市生态产品总值23.93%；

✧物质产品总价值：162.86亿元，占

丽水市生态产品总值3.24%

Provisioning products

Regulating servicesCutural
services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案例（一）

“丽水山耕” 品牌建立、标准建立、产品认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

Ø 丽水山耕：丽水市级本地农业区域公共品牌，

覆盖全品类、全区域、全产业链

Ø 政府所有、生态农业协会注册、国有农投公

司运营，并结合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

合作“三位一体”

Ø 出台规划引领、实行企业运作、开展标准认

证、全程溯源监管、拓宽营销渠道

Ø 截止2018年6月，丽水山耕背书产品达875个，

建立合作基地1122个。产品累计销售额达

101.58亿元，平均溢价30%。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案例（二）

Ø “河权到户”：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山区
性河道分段或分区域承包给农户，把河道日
常保洁与管理工作责任落实给承包者，承包
者通过在河道内养殖鱼类等获得收益，达到
“以河养河”长效管理的目的。

ü 因村制宜，探索多种河权承包模式：集体承
包、个人承包、股份制承包、合作制承包

ü 分步实施，流程化推进“河权到户”
ü 强化监管

Ø 主要成效：

ü 变被动治水为主动治水，扩大治水参与范围
及提高治水积极性

ü 实现政府和农民“双赢”
ü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青田县“河权到户”水利富民：调节服务价值实现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
案例（三）

Ø 遂昌县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Ø 主要做法
ü 有效发挥水资源优势

ü 有效发挥清洁生产优势

ü 有效发挥循环经济优势

ü 有效发挥循环经济优势

ü 有效发挥人才竞争优势

Ø 主要成效：

ü 生产效率提高140%

ü 水耗下降50%以上

ü 吨纸汽耗下降25%以上

ü 减少污水废弃废物排放

ü 保护环境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提高收益

产业与生态相互促进融合：调节服务价值实现

电解电容器纸

无纺壁纸

茶叶滤纸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实践案例（四）

Ø 丽水市松阳县陈家铺村，古村落振兴

ü 保护修复古建筑

ü 引进工商资本，推进资本、村集体及
村民的合作，实现三方共赢

ü 精品书店品牌、酒店管理企业、民宿
设计团队加盟，通过发展民宿，修缮
老屋、改善道路设施、美化村庄

Ø 主要成效

ü 古村落景观得以完整保护

ü 激发乡村活力，促进乡村和谐共建

ü 游客量增加、接待能力增强、旅游
收入增加

古村落振兴：生态文化价值实现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实践案例（五）

Ø 松阳县大木山茶园景区：融合优质旅

游资源与当地茶产业

ü 突出特色，引领景区规划，打造茶文

化主题骑行旅游景区

ü 整合茶叶产业与农业、林业、水利等

资源，统筹推进景区建设

ü 茶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农村服

务业发展水平，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Ø 主要成效

ü 成功打造大木山茶园品牌

ü 通过维护茶园、溪流、森林等生态资

源，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

ü 游客量大幅增加，实现旅游收益

416.49万元

ü 为当地农民提供新的收入来源

茶旅多业态融合：文化服务价值实现



结论

² 生态资产与GEP核算，可以评估生态保护成效

ü 生态资产评估可以反映自然保护成效

ü GEP核算可以反映生态产品的效益

² GEP与GDP发展的关系可以反映生态文明建设进展

ü GEP与GDP双增长可以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² 生态系统监测技术、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已日臻成熟，可以为不同尺度

区域开展生态资产与GEP评估提供技术支撑。

² 开展生态产品总值和生态资产核算，评估“绿水青山”的生态经济价值，

监测评估生态保护成效，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