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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 要闻 

我院召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座谈会 

《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课题对接会召开 

我院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策建议调研 

《财大论道》聚焦“美丽江西”建设 

我院联合主办“江西乡村振兴与绿色崛起”研讨会 

我院赴抚州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调研 

我院研究报告获省领导批示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中心成果获领导批示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邬建国教授来院讲学 

中科院地理所李秀彬研究员来院讲学 

谢花林教授应邀参加 2018 年亚洲可持续发展会议 

我院师生参加 2018 年土地资源科学创新研讨会 

我院邬志龙博士参加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外协项目实施方案论证会 

省统计局来院洽谈合作事宜 

省环科院来院商讨环保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我院三位专家聘为“十二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卢华博士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11 批特别资助 

邬志龙博士获第 63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 

我院学生在校科技大赛中获佳绩 

我院举行 2018 届博士论文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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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成果 

我院主持的 2017 年度江西省经济社会重大招标课题结题”优秀” 

谢花林，陈倩茹，卢福财等：Spatial-temporal disparities, saving potential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谢花林，陈倩茹，何亚芬：Analyzing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in China 

谢花林，翟群力等：Does intensive land use promote a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谢花林，张晏维等：Measuring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of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舒成，谢花林，蒋金法等：Is Urban L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Fiscal Revenue Stimuli in China? 

卢华，谢花林，陈倩茹等：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Chemical Application: Comparison of Pas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Zones of China and Their Future Implications. 

谢花林，姚干，何亚芬等：基于 GIS 的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为例. 

肖文海，邵慧琳：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何亚芬，谢花林：中国林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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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闻    

 

我院召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座谈会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18 和 19 号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最新讲话精

神，5 月 21 日下午我院组织召开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座谈会”，我校党委副书

记蒋金法教授出席，院长谢花林教授主持了本次座谈会。我校生态文明与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温锐教授，金融学院严武教授和桂荷发教授、江西经济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斌教授、我院肖文海教授和舒成副教授、姚冠荣副教授和邬志

龙博士、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黄和平教授和陈拉副教授以及财税与公共管理学

院李胜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结合各自专业背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的最新讲话精神，谈了各自的体会、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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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金法副书记结合自己的认识，认为不论从历史、现在还是未来角度，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

瓴，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现

实可操作性，是指导生态文

明实践的行动纲领。蒋书记

认为过去是围绕一个中心，

即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是

围绕 2 个中心，即以人民为

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

济建设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蒋金法副书记从中美贸易战、国内国际市场变化，如何赋予民众更多权利、

乡村振兴要靠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谈了自己的思考。 

谢花林教授简要回顾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讲话精神内容，并指

出这次讲话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理论体系，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指定了具体的方向

和路径。 

温锐教授结合江西经济发展滞后的基本特点，从“大保护、小开发”是否能

够有效协调、“生态环境和人民福祉相结合是否能得到落实”、“民众是否能有

效成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已有法律该如何推进”、“江西生态

环境执政理论体系”等存在的问题，现实是否得到很好解决等方面谈了自己的思

考和看法。桂荷发教授围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等资金配置如何带动要

素配置，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应有作用，如何加快“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制

度”谈了自己的认识。严武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六条原则逐条谈了自己的体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李胜副教授从如何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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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否把生态文明放在优先地位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生态文明研究

院肖文海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是绿色发展，基本要求是保护环境，实现路

径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落脚点是绿色惠民。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徐斌教授从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如何在江西落地，“环境

保护就是经济增长”在江西能否做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黄和平教授从林地

资源角度切入，围绕林地生态结构如何完善，生态功能稳定和持续发挥；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作用和应用谈了自己的体会。 

姚冠荣副教授结合自己近期调研，从如何将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的理念扎根

江西，做有利于江西发展的事情谈了自己的体会。舒成副教授从制度和体系建设

方面，辩证的思考了环境治理的长期治理和日常管制的利弊，就价格如何市场化、

如何从产权角度进行保护等角度谈了自己的思考。邬志龙博士从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优先、最终提高人民福祉谈了自己的感受，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从农户

微观视角，谈了农户生计转变及其生态效应的有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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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课题对接会召开 

6月 15日下午，由江西省委政研室和江西财经大学联合承担的《构建江西特

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课题对接会在我校图文信息大楼 12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江

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黄光

明副主任，省委政研室经济处陈勤刚处长，省委政研室综合处黄宗华处长等省委

政研室 10人；校党委书记王乔教授，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副校长王小平教

授，生态文明研究院谢花林院长，贸易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教授，生

态文明研究院肖文海副院长，舒成副院长等生态文明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共同出

席课题对接会。课题对接会由我校副校长王小平教授主持。 

 

沈谦芳就《构建江西特色生态

文明体系研究》课题的由来和重

大意义进行了说明，并就如何做

好课题从“加强学习，提高站位”、

“博采众长，创新思路”、“紧

密合作，推出精品”三个方面提

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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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王乔书记首先感谢省

委政研室对我校的信任，表示我

校将整合全校资源，积极参与课

题工作，并要求课题组人员本着

务实的精神，以问题为导向，深

入实际、深入一线，将江西的故

事讲好，江西的特色写好，最终

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黄光明副主任重点介绍了课题工作方案，就调研目的、调研内容（一个总报

告和五个分报告）、调研方式、任务分工、调研成果、调研组成员等具体内容一

一做了详细介绍。生态文明研究院谢花林院长就我校承担的 5个分报告做了分工

安排。 

在双方课题对接讨论环节，我校蒋金法教授表示我校将从学校层面充实课题

组成人员，将相关学科成员纳入课题组，并就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谈了自己的

认识和感受。生态文明研究院肖文海副院长就生态经济体系部分，建议将中央环

保督查和江西传统产业生态化改造、以及生态产业化相结合。姚冠荣副教授重点

就总报告和 5个分报告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政研室陈勤刚处长就生态文明 5个体

系到底是什么，如何回答，初步架构等方面谈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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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策建议调研 

5月 14-16日，我院研究团队分 2组就省政府研究室委托课题 “关于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对策建议”前往九江、赣州和吉安进行调研。我院谢花林教授、

舒成副教授、青年教师邬志龙博士，博士生曹志文、陈倩茹等一行 6 人前往吉安

市、赣州瑞金市和于都县；肖文海教授、姚冠荣副教授、青年教师邹金浪博士和

卢华博士前往九江市修水县和武宁县。 

调研团队分别同当地市和县的发改、国土、林业、水利、环保、农业、统计、

住建、财政、金融等部门进行座谈，重点围绕“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实践与问题”、

“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与问题” 、“湖长制、河长制实施成效与管理”、“产业结

构调整与生态产业培育引导”、“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规划及其执行”、“水土

污染防治与环境损害赔偿”、“环保监测监察执法垂管改革”、“城乡总体规划

“多规合一”试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监测督察”、“绿色金融与财政转

移支付”和“生态文明建设考评机制”等 11 个方面，同各地区各部门进行交流，

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存在的现实困难和下一步打算，以及对我省未来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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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大论道》聚焦“美丽江西”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018年 5月 18日至 19

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发表了重要讲话，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科学理论体系，描绘了美丽中

国的生态画卷。 

江西该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江西该如何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为此，《江西日报》邀请我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生态文明研究院

院长谢花林，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肖文海、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严武

等 8位专家做客江西日报《财大论道》栏目，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新时代江

西如何推进绿色发展”专题进行学术研讨。5 月 29日的《江西日报》B2版整版刊

发了《如何引领美丽江西建设》一文。全文如下： 

本期嘉宾 

蒋金法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首席专家 

谢花林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 

肖文海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严  武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桂荷发  江西财经大学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徐  斌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舒  成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李  胜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进课堂 进课题 进实践 

蒋金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重要论断和“三个体现”“六

个原则”“五个体系”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

明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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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发展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主持工作期间的生态平衡思想, 成熟于习近

平同志主持浙江工作期间以绿色为基调的生态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理念，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数量

增长的同时，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与此对应的“发展经济就会破

坏环境，要保护环境就会牺牲经济增长”的悖论盛行，追求数字 GDP 成为个别地

方官员升官晋级的灵丹妙药，各种滥伐开采、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事件层出不

穷。 

殊不知，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天我们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聚焦高质量发展，

以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生态、经济、

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国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构建生态制度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前江西经济总量仍较小，发展依旧是第一要务。但是我们切不可在牺牲环

境的基础上求发展，绝不能走一些省份“发展——污染——治理”的老路子。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殷切嘱托，构建有江西特色的

绿色财政支出制度，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制度设计，着力夯实绿色发展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绿色产业体系，积极引导绿色产品供给，实现江西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

绿色消费的统一。着力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设计，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

编制和应用。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制度运行的监督检查，对生态补偿等相

关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绩效评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作为高校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要自觉加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要在读懂、弄通和做实上下功

夫，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和理论，自觉服务江西地

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省委、省政府建设“美丽江西”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服务。 

同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课堂、进课题、进实践，

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服务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大局，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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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谢花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五个生态文明体系”，其中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江西

亟需加快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系,助力“美丽江西”建设。 

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国土空间“三线”管控制度。要细化生态保护红线落实方

案和监管机制，确立生态保护红线优先地位，强化执法监督，建立考核机制，严

格责任追究。其次是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年度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扩大耕地休养试点范围，率先建立耕地保护信用奖惩机制。

第三是针对主要城市，科学制定等级化都市标准和城市规划，确定城市发展规模

和发展边界线，更加主动地保护城市珍贵的自然和生态资源。 

要创新国土空间分区尺度转换制度。江西国土空间规划要构建“宏观——中

观——微观”空间分区体系。在宏观尺度上，要进行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和差

别化的区域政策制定，引导市场力量，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在中观尺度上，根据

资源环境基础的差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似性，划分政策落实区；在微观尺度

上，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形成有序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要建立国土空间留白制度。一是规模留白，主要针对现状非建设用地区域，

预留未落图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保障区域性通道、重大基础设施用地。二是用

途留白，在“多规合一”确定的空间开发边界内，区县规划不确定具体的用地性

质，结合综合功能布局调整，明确对留白空间的规划引导和落地。三是时序留白，

主体功能区划确定了具体空间功能，但具体落地实施须待规划事前评估通过后允

许项目建设，从而控制国土空间开发节奏，调控空间供需关系。 

要创建国土空间动态调适制度。创新“多规合一”理论与技术方法，甄别“多

规”冲突类型、解析问题成因、对接功能目标，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

协调各项规划，进行用地类型——功能——空间调适，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

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 

同时，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动态调整发展方向、嵌入发展规划、落实

建设项目、评定适度规模、提出调适规则与方案。 

深入推进江西绿色发展 

肖文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

方式问题，坚定走以绿色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之路；基本要求是保护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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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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传统生产力

的重要创新，也是供给侧改革要求；实现路径是“两山”转化。从“既要绿水青

山，更要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

长；落脚点是绿色惠民。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拓展民

生观的传统内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我们不但要保护好今

天的山清水秀，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蓝天，努力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新

路。 

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

度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江西绿色发展研究：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研究，夯实江西绿色发展基础；深入推进生态价值评估研究，

准确界定我省环境生产力发展成果；深入推进生态产品开发研究，促进我省生态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共建共享研究，为绿色惠民汇智聚力。 

深刻理解 “六条重要原则”的内涵 

严 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六条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重

要原则，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深刻认识和理解这六条原则的丰富内涵：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首先必须尊重人与生态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

类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好好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不是

对立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就是改

善民生福祉；自然生态是和谐统一的有机生命体，我们要爱护和善待自然界的田

园林湖和山水草木；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依靠法治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与世界各国开展

广泛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运用绿色金融 促进绿色发展 

桂荷发 

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继工业革命之后一种新

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低能耗、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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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发展是与生态文明相适

应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绿色发展要求构建与其相匹配的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绿色基础设施和

环保领域，从而带动其他要素资源向绿色产业流动，绿色金融对资金流向的引导

既有鼓励又有限制，即限制资金流向污染行业，迫使高污染企业退出或升级改造，

实现绿色发展；鼓励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在实现绿色发展的同时为经济注入新的

动能。 

江西省应该抓住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历史机遇，以绿色

金融制度供给为主要抓手，以财政引导资金为重要辅助，推动金融机构大力开展

绿色金融创新，增加绿色资金供给，在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加快金融创新和金

融发展，提升金融竞争力。 

引领江西绿色崛起 

徐 斌 

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要引领江西绿色崛起，需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如何绘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江西蓝图？换句话说，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引领，江西怎么学、怎么想、怎么干？一直以来，绿色是江西最亮的

颜色、生态是江西最大的名牌。2017 年 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江西成为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开启了绿色崛起的新时代，吹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号角，告诉我

们要“丢掉犹豫，马上行动”。 

第二，如何走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之路？从“既要金山银

山，也要绿水青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省不断探索具有江西特色

的绿色崛起之路。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保护，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增进人民的福祉，这是党的十九大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运

用，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 

第三，如何立足江西做好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

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江西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长江流域承东启西的关键节点，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政策引导、做好自然资源

合理开发、做优生态环境的科学利用，切实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向生态这个最大的特色优势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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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近远期生态文明政策 

舒 成 

要实现我省绿色崛起，应构建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的殷切嘱托。 

在近期，应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我省生态环境整

体良好的同时，仍面临污染整治不到位、部分环保问题突出等问题。应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指示精神，采取“源头

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最严格措施实施环境污染治理，通过“控煤、减

排、控车、降尘、禁烧、治油烟和区域间联防联治联控”进行大气污染治理；通

过加强断面水质检测和加大工业和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黑臭水体等整治，

全力消灭五类劣水；通过防控土壤环境污染、实施垃圾分类与处理、加强危险废

物监管与处置等保障用地安全。 

在远期，应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应充

分利用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先行先试的机遇，采取先地方试点示范、再

全省推开的方式，健全有关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及相关民事权利的规定，加

快制定培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政策，逐步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

场化机制，健全产业、价格、财税、金融等创新政策，建立最有效的生态文明经

济调节制度。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李 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三期叠加”特征，这是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处阶段的准确认识。 

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总书记所说的“窗口期”的深刻内涵，着力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古人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面对生态文明建

设和打好环境污染攻坚战，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系统性地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关停并转”，对损害生态环境的

领导干部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终身追责，全力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和推动绿

色发展，这样才能让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福泽中华大地，让人

民共享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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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联合主办“江西乡村振兴与绿色崛起”研讨会 

6月 9日，由江西省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发展研究院、江西农业大学乡

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昌大学江西发展研究院共

同主办，江西省九德成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承办的 “江西乡村振兴与绿色研讨

会暨《绿志》首发仪式”在江西前湖迎宾馆召开。来自省国资委和省发改委生态

文明办相关部门的领导，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和南昌大学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江西省绿色产业集团等部分企业代表，围绕“江西乡村振兴与绿色崛起”，

共同研讨，相互切磋，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建言献策。 

 

我校卢福财校长在开幕式上致辞，认为研讨会以“村振兴与绿色崛起”为主

题，契合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意义重大。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丢不掉农村，离不开农民。江西又是全国首批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明确了江

西省“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的战略定位。卢福财校长认为如何紧扣时代脉

搏、立足江西特色，找到一条以绿色发展助推农业农村兴旺繁荣的有效路径，打

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需要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和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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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教授作了“用四个创新推动乡

村振兴”的主旨报告，柯教授认为乡村振兴需要着力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的问题，

而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政策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业态创新”。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教授作为“绿色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机遇、挑战与

对策”的主旨报告，黄教授认为“市场干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

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并以非常科学严谨的分析，探讨了

培训对农民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的影响。广昌县政府欧阳巧文县长用详细的案例

和数据讲述了广昌县在乡村振兴中的一系列做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下午，我院谢花林院长主持了大会的研讨交流环节，来自政府、企业和高校的

部分代表围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后续的管理和维护问题”，“产业扶贫的返贫

问题”，“如何让现有成果可持续维持”和“如何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推动江西

绿色崛起”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我院谢花林院长从“政府、企业和

农户如何协同推进”，“农业产业链如何延长”，“顶层制度如何设计”和“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在农业中如何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参与本次

研讨会的各位代表和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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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赴抚州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调研 

4月 19-20日，我院研究团队谢花林教授、肖文海教授、青年教师邬志龙博士、

邹金浪博士、卢华博士及博

士生曹志文，同江西省统计

局科研所张启良所长、陈全

才总工程师一行 8人，赴抚

州市就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展过程

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存在的

现实困难和下一步打算，同

当地统计局、环保局、审计

局和国土局等部门进行调研和座谈。 

19日下午，调研组一行同抚州市统计局、审计局等各政府部门进行了座谈。

市审计局就自然资源数据核实的准确性、部门数据之间冲突和数据的科学性等问

题；市林业局就自然资源核算的成本、遥感影像、现场核算等情况；市环保局就

水质监测、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等问题；市水利局就水库河流、工业用水等；市农

业局就耕地地力变化情况等，市国土局就土里利用、耕地质量等别、矿产资源储

量等核算过程进行了汇报，同调研组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并就自然资源中

价值量核算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措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抚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与服务云平台，就云平台在数

据综合管理、动态监测、应急联动和数据应用等四个方面的建设和数据运用中进

行了交流和探讨，认为云平台的建立是抚州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亮点。 

20日上午，调研组一行在市统

计局陶雪华局长的陪同下，前往资

溪县进行了典型调研和座谈，了解

资溪县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过程中

的采取的主要做法和碰到的现实

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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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报告获省领导批示 

近日，我院肖文海教授主持的研究报告《发展江西绿色金融的思路与对策思

考》（刊发于《江财智库专报》2018 年第 13 期）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

同志批示，批示指出：“请省金融办和赣江新区阅研”。 

发展绿色金融是江西绿色崛起的强大动力，是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核心与关

键，是关系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为落实十九大

报告关于“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绿

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我院课题组进行了调研并提出研究报告，报告认为：“要立足赣江新区、幅射全

省，以治山理水和显山露水为主线，以绿色产业高质量增长为目标，以大数据和

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拓展赣京合作交流平台，创新

财政奖补方式，构建组织体系完善、产品服务丰富、政策支持有力、基础设施完

善、稳健安全运行有江西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把赣鄱大地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报告同时提出了打造绿色金融赣军、构建生态云平台、创新绿色金融

扶持政策、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等五条政策建议。批示转

发有关部门后，省金融办打来电话，交流了相关情况并表达合作研究意愿。该研

究报告是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构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财政体

制研究》和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重点招标课题《促进江西产业

绿色循环利用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中心成果获领导批示 

6 月 9 日，江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同志对我院江西省生态文明建制度建

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徐斌教授 2018 年 6 

月 4 日在光明网发表的理论文章《坚定不移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做出批示，

要求省发改委（生态办）参阅。 

2018 年 5 月 18-19 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前我省正狠抓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坚定不移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从六个方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对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该文章系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招标课题《江西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设计研究》（20161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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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邬建国教授来我院讲学 

2018 年 5 月 4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际著

名 SCI 期刊 Landscape Ecology

主编邬建国教授来我院做了题

为“可持续科学和生态文明—生

态文明建设之科学基础”的学术

报告。院长谢花林教授主持学术

报告会，来自南昌大学，东华理

工大学，江西财大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我院全体科研人员和硕

博研究生聆听了本次学术报告

会。 

邬教授认为可持续性是生态文明的核心概念和最终目标，详细分析了弱可持

续、强可持续性、Resilience、Vulner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其次，邬教授认为可持续性科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基础，从学理层面探讨了

什么是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问题有哪些，并从历史视角展开分析

和阐述；结合景观可持续和景观可持续性科学视角，邬教授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

应该如何实施可持续性科学，如何协调好人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最终提高人

类福祉。最后，邬教授阐述了如何进行可持续性度量和评价的问题，并结合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认为可持续性指标要多元化，可持续性评价要多尺度和多视角

等。 

邬教授报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运用生活化的语言，着眼于国际化视角，立

足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为全体教研人员和

硕博研究生带来了一场具有学术前瞻性的专

题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在互动

环节，教研人员围绕可持续性的概念，生态

足迹的相关问题同邬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和交流。该专题报告为全院科研人员送上了

一顿丰盛的学术报告，也展现了我院研究人

员对相关学术前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本次

学术活动是我校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的系列学

术交流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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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地理所李秀彬研究员来我院讲学 

5 月 22 日上午，中科院地理所李

秀彬研究员来我院做了题为“耕地的

社保功能究竟有多大？”的学术报告。

院长谢花林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来

自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财大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生态经济研究院和我院全体科研人员

和硕博研究生聆听了本次学术报告

会。 

李秀彬研究员从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大，地块

产权的细碎化造成交易成本高，带来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困难等现实出发，认为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目前农业发展和农户农业经营的核心问题，并对当认为耕

地不能私有化。结合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大规模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

耕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养老

保障功能和贷款抵押功能

对耕地的生计保障功能进

行了定量估算，认为当前大

量存在的零租金现象，使得

农地的资产价值在不断贬

值；从养老保障的需求上限

和下限角度，认为在 1994

年之前耕地的社保功能是

存在的，在此之后，耕地的社保功能已经不存在；耕地由于不可处置性，耕地的

抵押贷款功能实际上很难具体操作，抵押贷款功能较低。基于上述判断，李秀彬

研究员认为我国耕地的价值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李秀彬研究员报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运用生活化的语言，为全体教研人

员和硕博研究生带来了一场具有学术严谨和思想丰富的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丰富，

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确权确股不确地”、“大块并小块”、

“土地兼并”、“耕地的情感维系功能”“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角度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本次学术活动是我院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

（建校 95 周年）的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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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教授应邀参加 2018 年亚洲可持续发展会议 

 

5 月 18-20 日，2018 年亚洲可持续发展会议（Sustainable Asia Conference） 在

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办，本次会议由 Asia Business Forum 主

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承办，中国自然资源协会、北京碳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暨南大学、

东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杭州

电子大学、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分为Multiple-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 Resour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aiwan Group Session、Social and 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等分论坛。我院谢花林教授等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谢花林教授在会上作题为 “Evolutionary Game and Simula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Fallow Cultivated land: A Case Study in Hunan Province, China”的学术

报告。 会议期间，我院师生与会议嘉宾就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技术创

新、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通过本次学术会

议交流，掌握了国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扩大了我院在全国的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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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参加 2018 年土地资源科学创新研讨会 

4 月 27 日至 29 日，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

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城乡发展智库联盟主主办，南京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承办的“2018’中国土地资源

科学创新发展暨倪邵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我院青年教师邬志龙、

邹金浪和卢华，博士后吕添贵，博士生何亚芬等硕博士研究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

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等 200 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了学术讨。 

本次学术会议就“土地保护与价值补偿”、“土地评价与土地产权”、“区域协

调发展与空间重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土地利用与综合管理”等 5 个方面

展开了讨论。会议期间，我院青年教师分别参加了相关分会场的学术活动，与本

领域内相关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了解了国内外同行关于土地资源科学创新方面

的最新研究进展，也扩大了我院在土地资源科学等方面研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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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邬志龙博士参加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外协项目实施方案 

论证会 

5 月 18 日上午，受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政研中心邀请，我院邬志龙博

士赴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参加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外协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江西

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数据支持》实施方案论证会。会上，邬志龙博士作为专家组

成员就项目研究目标、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指标构建和数据获取等问题表达了

相关见解和建议，并指出土地生态状况评价须体现区域性，指标选取宜综合反映

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恢复力，同时兼顾指标层次的一致性、尺度的统一

性，以及布点采样、评价单元设置的科学设计。对此，课题组表达了认可和感谢。 

参加此次方案论证会的还有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

验室郭旭东主任和吕春艳研究员，江西农业大学蔡海生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廖富

强副教授等 4 名专家组成员，和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匡英剑副院长、江西

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政研中心佘艳主任、黄倩高工、刘瑛、李志朋、徐继林、

蒙锦昌、肖德森等工程师。邬志龙博士和专家组、课题组各位成员进行了深度交

流，进一步加深了解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建设和土地评价的动态进展，也扩大

我院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土地利用管控方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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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来我洽谈合作事宜 

5 月 17 日，江西省统计局彭勇平副局长和省统计局科研所张启良所长一行 2

人来我院洽谈合作事宜。彭勇平副局长重点就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绿色发

展指数、生态文明监测、等方面同我院谢花林院长、肖文海副院长和舒成副院长

进行了深入交流，彭勇平副局长还就我院编制的绿色发展指数同国家和省里绿色

发展指数的进行了横向比较，谢花林院长和舒成副院长也介绍了我院在编制绿色

发展指数时的一些做法和创新点，并就未来丰富绿色发展指数所需数据向彭勇平

副局长进行了汇报和交流。张启良所长就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时的数据收集、数

据质量甄别、部门数据之间冲突、科学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在各地区的适宜性、

不同地区又该如何取舍等方面同我院教研人员进行了探讨，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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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科院来院商讨环保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6 月 27 日下午，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左珠副院长一行 5 人来到我院，

就 2018 年度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同我院进行商讨，我院舒

成副院长主持本次座谈会。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具

体包括赣州市陡水湖和新余市仙女湖等约 50 个项目。双方就环保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是否实行专账管理；项目环评、实施方案、合同管理等；项目实施效果，是

否达到预期绩效目标；以及前期有关部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湖

区水质改善情况等工作内容进行了讨论。最后，双方就具体工作方式、进度安排、

人员组织、评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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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三位专家聘为“十二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 

近日，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公布了十二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家组成

员名单。校党委副书记、江西省生态文明研究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蒋

金法教授，我院谢花林教授和舒成副教授被聘为十二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专家组成员，聘期 5 年。 

卢华博士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11 批特别资助 

6 月 1 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示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1 批特别资

助拟资助人员名单，我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卢华（合作导师：谢花林教授）

主持申报的《地权差异、地块连片经营与农户耕地休养行为研究》获得特别资助。 

邬志龙博士获第 63 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 

4 月 28 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示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3 批面上项

目拟资助人员名单，我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邬志龙（合作导师：谢花林教授）

主持申报的《乡村振兴背景下鄱阳湖地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生态效应》获得一等

资助。 

我院学生在校科技大赛中获佳绩 

继我院研究生蒋海舲申报的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十九大专项课题《习近平生

态扶贫思想的内涵体系与实践路径》成功立项后，近日从校创业孵化中心又传来

消息，我院研究生邵慧琳领衔的《江西华章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服务项目》团队在

参加江财众创空间 2018 年度第一次入孵答辩创业路演大赛获第 4 名佳绩，并获得

为期三个月的入孵赞助。该项目顺应江西生态文明实验区绿色发展技术服务需求，

以提供绿色产品、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认定等咨询服务及配套的技术设备工

程服务为主要创业内容，聚焦于污水治理、工业园区烟气脱白、重金属污染治理

技术设备等重点环境领域，通过内引外联，加强服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力

争在三年内成为江西综合性节能环保服务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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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 2018 届博士论文答辩会 

5 月 22 日上午，我院 2018 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

会议室举行。博士生何亚芬

（导师谢花林教授）参加了此

次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

成员由中科院地理所李秀彬

研究员、江西农大陈美球教授

和翁贞林教授、我校旅城学院

李洪义教授和我院肖文海教

授组成，李秀彬研究员担任本

次答辩委员会主席。研究院部

分老师及全体硕博研究生聆

听了本次答辩会。 

首先，导师谢花林教授向答辩委员会介绍了何亚芬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的学习和科研情况。接着，何亚芬汇报了其学位论文《农户异质性视角下丘陵

山区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行为机理分析》的研究背景、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主要

研究结论、创新点和未来研究方向。答辩委员会委员在认真听取答辩人的汇报后，

对答辩人的论文和陈述做出了客观评价，并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论文提出了宝

贵的修改意见。答辩人虚心听取了各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并针对专家们提出的

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答辩环节结束后，答辩委员会单独进行了内部评议，根据答辩人的学位及答辩

表现，一致同意博士生何亚芬通过答辩，并建议学校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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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    

 

我院主持的 2017 年度江西省经济社会重大招标课题结题”优秀” 

项目名称：“绿色崛起的时代价值与科学实践研究”（17ZD003）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1.江西绿色崛起的发展历程。绿色崛起在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良好的历

史基础与后发优势。江西绿色崛起经历了“山江湖”工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路径演进，有力

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共进双赢，展现了走具有江西特色的绿色发展新

路的强大生命力。 

2.江西绿色崛起的新时代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加入了“生态文明”的内容。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以生态保护为本，让江西放眼

望去尽是绿水青山；以绿色发展为要，找准路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以制

度建设为基，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加快江西绿色崛起。作为全国三个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之一，江西迈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新步伐。 

3.实现江西绿色崛起的科学实践。本部分从农业、工业和旅游发展以及国土空

间优化四个方面论述实现江西绿色崛起的科学实践。 

4.实现江西绿色崛起的保障政策。首先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

方案》为引领，形成江西绿色崛起规划体系，包括研究制定江西绿色崛起专项规

划体系和江西绿色崛起其他配套规划体系。然后从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资源环境

产权交易制度和资源与环境产品价格形成制度等方面健全促进绿色崛起的市场制

度体系；从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方面建立健全促进绿色崛起的经济政策；从调

控土地供给数量和用途、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和发挥土地供需价格的经济作用等方

面建立健全促进绿色崛起的国土空间政策。此外，还需要创新政府考核体制机制，

核心是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节能目标考核机制。并且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探索

完善主体功能区方面加快建立与完善绿色崛起相关的地方法律体系。最后从建立

绿色共享和引导绿色共建两方面营造绿色崛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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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1.江西绿色发展指数受到国内广泛关注。项目组发布了《江西绿色发展指数

绿皮书（2014-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江西省人民政府网（首

页江西要闻）、江西日报、新华网江西频道等报道该成果是“江西成为全国首个

系统公布省域、市域绿色发展指数的省份”。人民网江西频道报道该成果“为全

国首创”。中国新闻网、中国环境网、凤凰网江西频道、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搜狐网、中证网、大江网、江西新闻网、江南都市报、信息日报等都报道了该成

果，详细列出了江西省地级市和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排序情况。 

2.多项调研报告获省领导批示。温锐教授负责的《江西乡村振兴：“新乡贤”

何以如此关键？》报告受到时任省长刘奇的关注，对报告中相关分析及其建议内

容，作了大量重点关注的划线标示，内容达报告字数的 1/3，并批示：“温锐同志

的建议请增科、晓军、祖逊同志等阅研”；姚增科副书记阅后批示：“请农工部

提出意见”；吴晓军副省长阅后批示：“请祖逊同志根据刘奇同志批示，认真研

究，积极采纳，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点抓手”。肖文海教授负责的

《壮大我省节能环保产业的对策思考》研究报告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

批示，指出：“建议方向明确具体，并有一定参考价值，请省发改委、工信委、

环保厅阅研”。徐斌教授负责的《绿色金融：江西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新动

能”》 研究报告获得时任省委书记鹿心社、常务副省长毛伟明的肯定性批示，指

出：“请伏云同志认真严阅并在工作中加以吸收”。 

3.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新时代江西如何推进绿色发展”专题进行学术研

讨。《江西日报》于 12 月 27 日整版刊发了《新时代江西如何推进绿色发展》一

文。卢福财教授、蒋金法教授、谢花林教授和肖文海教授探讨的主题分别是《推

进全域绿色发展 构建江西绿色产业发展体系》、《绿色崛起进程中应充分发挥现

代财政功能》、《挖掘新动能 构建新机制 推进新时代绿色发展》和《走百姓富、

生态美的绿色发展之路》。 

4.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发表 SSCI 论文 2 篇，CSSCI 论文 1 篇。蒋金法和谢花

林编著的《江西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报告》和江西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撰写

的《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4-2016）》均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谢

花林和舒成在《环境保护》上发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研究现状与展望”，Hualin 

Xie,Yafen He, Ning Zhang, Hua Lu 在《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发表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fragmentation of forest land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Wei Wang, Hualin Xie, Fucai Lu, Xinmin Zhang 在《Sustainability》发表“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Using a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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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陈倩茹，卢福财等：Spatial-temporal disparities, saving potential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Land Use Policy》，2018 年第 75 卷。论文简介：

Based on the sequential generalized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SGDDF) and Meta 

frontier non-radial Malmquist index (MNMI), the dynamic changes, saving potential, 

efficiency decomposi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are 

analyzed.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cusing on the years between 2003 and 2012.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tential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exists, and the 

saving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land shows a rising trend. With the least saving potential, 

the Poyang Lake city group enjoys the highest efficiency. With the greatest saving 

potential, the efficiency in Wuhan city group is the lowest. (2) A positive catch-up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be observed in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examined region, but the lack of technology innovators inhibits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land use technology. (3)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GDP and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follows an “N” 

shape. With th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will 

decline slightly. Enhanc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nd investment policies is thus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while industrial labor surplus and 

the governance of “Land Finance”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are as follows: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e labor skills; expand local industrial economy size properly to absorb surplus 

labor; perfect the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function of the land market; promote cross-regional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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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陈倩茹，何亚芬：Analyzing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in 

China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8

年第 133 卷。论文简介: In this study, a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NDDF) 

approach is us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of China's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1995–2013.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in China shows a trend that is first declining and then increasing. Northeast China is the 

most efficient, followed by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the lowest efficienc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in Guangdong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Guangxi and Jilin.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arable 

land use in Heilongjiang, Beijing, and Tibet is relatively low. All the environmentally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aders come from the northeastern,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 

The results of an analysis of dynamic efficiency change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change for arable 

land u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fficiency change. This reflects that the country's attempts 

to improv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its polic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Even though these practices are at the expense of short-term 

efficiency, they are conducive to long-term technological progress. 

谢花林，翟群力等：Does intensive land use promote a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该论文发表在 SCI 期刊《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8 年第 137

卷。论文简介: Human land use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growth of CO2 

emissions. Thus, reasonable land us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reducing CO2 emissions. Based on an 

extended STIRPAT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model,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size, wealth level, technology level, and four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intensive industrial land use (IILU)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were estim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2 emissions in all three regions (east, central and west) of China; labor 

intens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2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capital intens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2 emiss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We further calcul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changes in each driving factor to the growth of CO2 emissions in the study perio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anges in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CO2 emissions reductions, 

whereas the decrease in the labor intens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capital 

intens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show weaker but similar effects. Targete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to adjust the mode of IIL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bor, energy, capital and R&D 

investments in the three regions acro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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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张晏维等：Measuring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of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sustainability》2018 年第 10 期。论文简介: The carbon 

emissions 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straint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put–output index system, and the epsilon-based measure (EBM) super efficiency model and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GML) index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changes i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from 1993–2016.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1993 to 2016,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showed a tendency to fluctuate and 

increase, with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overall level was not high.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low-efficiency provinces have higher input redundancy and undesired output redundancy than 

high-efficiency province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input redundancy and undesired output 

redundancy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3) The TFP of 

cultivated land us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s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is estimated by the GML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FP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the main provinces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regions is greater than 1, 

indicating that the productivity levels of all the provinces in China’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re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 sources in each province, global pure technological 

change (GPTC) and global scale technological change (GSTC)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TFP of cultivated land use, while global pure efficiency change (GPEC) and global scale efficiency 

change (GSEC) are the bottlenecks for increasing the TFP of cultivated land 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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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成，谢花林，蒋金法等：Is Urban L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Fiscal Revenue Stimuli in China?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Land Use Policy》2018 年第 77 卷。论文简介: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has been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municipal districts in 246 

cities at the prefectural or higher levels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04 to 2014,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municipal districts, a model of factors 

affecting land development is built to verify whether the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fiscal reven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scal 

revenu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t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 varies significantly 

among municipal distric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t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scale.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t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Second, the primar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development are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Finally, 

land transfer revenues also drive the land development in cities at the prefectural or higher level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which is proposed as “land finance” (local governments rely on the sale of land 

use rights to obtain extrabudgetary income to maintai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in the literature. 

卢华，谢花林，陈倩茹等：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Chemical Application: Comparison of Pas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Zones of China and Their Future 

Implications.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sustainability》2018 年第 10 期。论文简介: Reducing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s a key point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ased on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provinces which became the first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zones in China,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bor transfer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e o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by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a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plitud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Fujian, Guizhou, and Jiangxi 

decreases successively.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for grain crops is slowest in Jiangxi, while 

the sown area of cash crops, such as vegetables, increases at the fastest rate in Guizhou. The increase 

of horticultural plants, such as orchards is the most obvious in Jiangxi.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grows quickly. The influ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scale on the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negative. The ratio of the sown 

area of non-grain crops to the total sown area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ing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combining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guide and support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 applying organic 

manure. Additionally, it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e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at 

can be used for smaller land areas and by elderly people to reduce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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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姚干，何亚芬等：基于 GIS 的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以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为例. 

该论文发表在国内权威期刊《生态学报》，2018 年第 16 期。论文简介：生态

空间承担着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的使命，并为社会提供持续不断的生态空间服务，是区域土地

生态能持续地提供自然空间服务的基本保障。以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

究区，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基于 RS 和 GIS 等相关空间信息技术，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方法，因地制宜地选取了相应评价

指标，以栅格为单元辨识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关键性生态空间。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关键性生态空间面积为 27751.2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52.55%，其中底线型生态空

间面积为 17125.31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三分之一，危机型生态空间面积为 4431.19 km2，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 8.39%，缓冲型生态空间面积为 6194.7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1.73%。在

现状土地利用生态安全冲突分析中，有 14.29%的耕地、9.31%的建设用地处于关键性生态区内。 

肖文海，邵慧琳：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该论文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5 月 29 号。论文简介：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我国

贫困地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叠加，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贫困地区各类主体功能区中，重

点生态功能区分布最广，占贫困地区总面积的 76.52%，全国 14 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重点生

态功能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项目实施区域一致。例如，江西省 21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

属于国家重点功能区的县有 11 个，农产品主产区有 6 个。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深入推

进，推动贫困的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绿色发展，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是理论与实践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的课题。 

把绿水青山当作“第四产业”来经营 

  生态资源富集地区农村的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交通区位不利、经济基础薄弱、观

念和思想意识落后以及制度性因素等。其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就是，缺乏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这容易诱发贫困农村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取短期经济增长，出现生态环境

破坏与城乡收入差距双增加的“生态陷阱”。生态资源富集地区虽有丰富的生态资本，但产业基

础薄弱，或者受限于生态功能区政策限制，缺乏物质生产资料等，不能将丰富的自然生态资

源转化为“金山银山”。 

  长期以来，生态资源富集地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采取浅层次、平面式、数量扩张型方

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土地生产力下降。迫于生活压力，人们进行更大规模的

滥砍滥伐，最终陷入“破坏生态—趋于贫困—再破坏—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生态脱贫需要

根据贫困发生的具体原因，针对性施策，综合性治理，其核心在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立足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以生态项目建设为扶贫载体，以资源产权与有偿使用制度建设为扶

贫核心，以生态资源的持续多层次利用为基础，不断发展生态产业，培育生态服务市场，促

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把绿水青山当作“第四产业”来经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脱贫紧密结合，促进贫困地区人民步入“生态环境建设—摆脱贫困—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https://m.baidu.com/s?word=%E7%BB%BF%E8%89%B2%E5%8F%91%E5%B1%95&from=1011904q&sa=gh_pl_wise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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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富裕”的良性循环。 

  第一，建设生态积累体制。全面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重点界定水流、森林、荒

地、滩涂等产权主体，在贫困县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对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流域生态、碳汇等重点领域的功能进行价值评估。深入推进生态补偿试

点，巩固和完善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探索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引导和鼓励流域上游与

下游采取资金补助、协作共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积极争

取财政支持，健全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增加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探索

建立生态支付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功能区补偿力度，逐步建立湿地保护机制。 

  第二，完善生态投资体制。划定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和资源消耗上限，建立基

于“三线”的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加强水生态修复，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投入优先向贫困地区

倾斜。推进河湖生态保护，禁止侵占自然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开展一切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投资活动。森林补

助资金及项目向贫困县倾斜，全面推进低产低效林改造，大力开展森林抚育，切实提高贫困

县森林质量。加强天然林保护，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及时发放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资

金。 

  第三，提升绿色发展体制。立足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把绿色优势转化为吸引高端

产业和人才的竞争力。发挥环保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

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发展现代农业，统筹支农资金，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实施绿色生

态农业相关行动，推进农产品绿色化、品牌化生产，加快农产品标准化及可追溯体系建设，

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探索建设生态扶贫实验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讲话时强调，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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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生态文明实验区（江西）实施方案》

确立了建设“江西生态扶贫共享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新时代深入推进生态扶贫是绿色发展

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行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生态配额交易、生态补偿、生态转移支付、生态产

品开发等多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在“保生态”中“促脱贫”，开辟一条“百姓富、生态美”的

绿色发展之路。 

  一是探索推进生态配额交易。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容量，适度提高贫困地区生态配额权初

始分配，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产品配置中的作用，探索培育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的用能权、

用水权、碳排放权、排污权等市场交易体系，提高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实现程度。 

  二是健全生态补偿制度，逐步提高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支持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范

围的贫困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加大森林生态补偿，适时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和天然林管护补助标准，建立古树名木保护补偿机制。在“五河”及东江源头等地区探索“禁伐”

补贴和非国有森林赎买（租赁）、协议封育试点。引导和鼓励流域上游与下游采取资金补助、

协作共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三是完善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利用国家贫困县流域面积大的优势，以重点生态功能财政

转移支付资金为基础，整合多项资金用于保护环境和改善民生。加大生态投资力度，夯实生

态扶贫基础。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争取林业专项资金，加大造林补贴和高产油茶、生态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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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退耕还林、森林抚育等生态林业项目补贴力度。加强生态修复，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

理，加强重要江河源头、重要水源涵养地的水环境保护，实现江河源头保护区污水“零排放”。

加快水源涵养林建设，全面保护天然林，大力种植阔叶林，提高森林质量。 

  四是积极开发生态产品。依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开发优质生态产

品，充分挖掘贫困地区农业生态、林下经济、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功能，整合“红、

绿、古”资源，建设一批农旅结合、林旅结合的山水田园综合体。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创新生

态产业经营模式，将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贫困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探索“资金跟着穷人

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聚焦生态走”的生态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关键是解决好领路人问

题，“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脱贫攻坚。 

五是健全生态扶贫保障机制。完善绿色金融，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抵押贷款

试点等自然资源抵押贷款，优化简化贷款审批程序。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机构扶持，围绕贫

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加大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的科技支持力度。支持贫困地

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何亚芬，谢花林：中国林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该论文发表在国内权威期刊《生态学报》，2018 年第 15 期。论文简介：林地

资源利用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系统，其产出不仅有直接的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宝贵的生

态价值。权衡林地利用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林地绿色利用效率是评

价林地利用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方法。采用价值当量法估算中国 31 省市林地的生态功能价值当

量，在此基础上，运用 SBM 模型评价了 1998 年、2003 年、2008 年和 2013 年的林地绿色利

用效率，并分析了中国３１省市林地绿色利用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和改善方向。得出的结论

有：在 1998-2013 年期间，中国 31 省市的林地绿色利用效率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态势；东部

沿海以及拥有传统林区的省市的林地绿色利用效率表现最佳，而青海等地的林地绿色利用效

率最低；对于缺乏效率的省市来说，应分清林地绿色利用效率损失的本质原因，由劳动力投

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冗余导致的效率损失应加大重视程度，有的放矢，减少浪费；针对区域

生态功能薄弱环节，应合理规划森林类型和林木种类，同时注意对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构建

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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