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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闻    

我院发布的两项研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 

 

 
2018年 11月 24日，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在南昌发布了最新两项研究成果《赣

闽贵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2018）》和《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8）》。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发布会《赣闽贵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该

研究成果从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等重点生态资源入手，借鉴会计核算概

念，核算分析了 2012 年至 2016 年间赣、闽、贵三个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

自然资源总资产、负债、净资产存续状况。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谢

花林教授发布《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8）》，该研究成果从绿色环境、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政策 4个一级指标，资源禀赋、生态保护、环境压力、

增长质量等 11个二级指标对中部六省、江西 11地级市和 22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指

数进行测算。研究成果受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网、江西日报、江西卫视、人民网、

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众多媒体报道转载，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具体链

接如下： 

1.江西省政府网当日头条：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8/11/25/art_395_406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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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卫视视频：http://m.jxntv.cn/pcvideo/9035252 

 
 

3. 江西日报：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

http://zhibo.4g.jxnews.com.cn/v4/index.php?c=SeePaper&m=shoreShow&id=2289973&baozhi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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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 民 网 ： 江 西 福 建 贵 州 三 省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首 次 亮 “ 家 底 ”

http://m.people.cn/n4/2018/1124/c1491-11945145.html 

 

5. 凤 凰 网 ： 首 批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负 债 表 发 布 

http://jx.ifeng.com/a/20181125/705362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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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新闻网：江西晒生态建设成绩单：绿色环境指数领先中部六省

http://www.jx.chinanews.com.cn/news/2018/1125/22208.html 

 

7. 新华网：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 江西居首 

http://www.jx.xinhuanet.com/2018-11/25/c_1123763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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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农业新闻网：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江西净资产价

值最高 

http://www.farmer.com.cn/xwpd/dfny/201811/t20181125_1418859.htm 

 

9. 江西新闻网：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江西净资产价值最

高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8/11/25/0172377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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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济晚报：赣闽贵三省自然资源资产首次亮“家底”

http://epaper.cnjjwb.com/view_content.asp?article_bianhao=20181126054 

 

11. 江西晨报：江西自然资源净资产价值最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15866018219950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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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南都市报：赣闽贵三省江西自然资源净资产价值最高 

 

 

13. 江西新闻广播：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 江西净资产价值

最高 http://news.jxntv.cn/2018/1126/90357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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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端论坛召开 

 

2018年 11月 23-24日，由我院主办，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

和江西省生态学会联合协办的“2018 年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端论坛暨赣闽贵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和江西绿色发展指数发布会” 在南昌召开。 

出席本次论坛的有中科院地理所李秀彬研究员，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黄贤金教授，

南开大学徐鹤教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董战峰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奇教授，江西省统计

局彭勇平副局长，江西省委政研室综合研究处黄宗华处长，抚州市统计局陶雪华局长，瑞金

市杨波副市长，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陈宏文院长，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农业厅、江

西省科学院、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气象台、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西省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江西省遥感信息系统中心、江西省生态经济学会、江西省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抚州市统计局、赣州市环保局、吉安市发改委、靖安县人民政府、靖安县国土资源

局、吉安县环境保护局，东北农业大学、苏州大学、海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贵州师范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昌航空

大学、南昌工程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等机构的领导、学者和研究生的 180 余人，齐聚南昌，

围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国土空间重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领域进

行交流。我院副院长肖文海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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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福财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认为

本次论坛以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为主题，

契合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如何利用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绿色发展指数两个工

具，有效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各项

工作，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探索

走出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新路子，是摆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学

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今天

的论坛，汇聚了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生态文明与绿

色发展”切磋交流，为打造美丽中国“江

西样板”献计献策，必将为江西乃至全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在开

幕式上发布了《赣闽贵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2018）》。研究报告从水资

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等重点生态

资源入手，借鉴会计核算概念，核算

分析了 2012年至 2016年间赣、闽、

贵三个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

自然资源总资产、负债、净资产存续

状况。 

 

我院院长谢花林教授发布了《江西绿

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8）》。绿皮书从

绿色环境、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政

策 4个一级指标，资源禀赋、生态保护、

环境压力、增长质量等 11个二级指标对中

部六省、江西 11个地级市和 22个城市绿

色发展指数进行测算。 



 

12 
 

 

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中科院地理所李秀彬研究员，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黄贤金

教授，南开大学徐鹤教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董战峰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奇教授分别作

了“人口城市化的生态红利”、“绿色鸿沟与国土空间重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转型与政策改革新动能”、“生态文明与生态化”的主旨报告。 

 

 

在下午的主旨演讲上，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苏州大学的罗志勇副教授、贵

州师范大学的赵宇鸾副教授、南昌航空大学的邱振中副教授、南昌工程学院的王世杰讲师和

我校协同中心徐斌教授，会计学院曹玉珊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主旨报告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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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建设 2018高端论坛”成功召开 

 

 

12 月 19 日下午，省委政策研究室与我院举行“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建设

2018 高端论坛”，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校党委书

记王乔，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黄光明，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王小平，陈勤

刚、黄宗华等省委政研室研究人员，我校李秀香教授、谢花林教授、张利国教授、

姚冠荣副教授、曹国新副教授以及部分教研人员、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

由副校长王小平主持。 

王乔回顾了“加快构建江西特色

生态文明体系研究”课题对接、立项、

实地调研、文稿起草修改和定稿全过

程，对合作课题取得的成果表示祝

贺，对省委政研室的关心指导表示感

谢，并对后续在省委政研室支持下如

何发挥财大智力、学科优势，加快财

大生态文明智库建设，促进研究成果

转化，实现“对策变政策”“文章变

文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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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谦芳对课题总结暨

应用对策研究作了总结讲

话。沈谦芳指出，《加快构

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

研究》课题的成果，是一份

下了苦功夫的调研成果，是

一份创新性强的调研成果，

是一份得到省领导充分肯

定的调研成果，是一份对决

策有参考价值的调研成果，

凝聚了课题组全体成员的

汗水和智慧，树立了室校合

作的新典范。对如何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沈谦芳提出了六点要求，一是站位要高，

切实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党中央最新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相

关要求；二是把脉要准，紧密结合江西实际，找准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做到有

的放矢；三是视野要宽，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四是研究要深，下苦功夫

“酿蜜”，掌握规律性，理清思路；五是对策要实，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能假大空；六是工作要细，认真对待每个细小环节。沈谦芳还对报告的宣传应

用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会上，黄光明宣读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课题所作的重要批示，介绍了课题

完成情况。王小平感谢了省委政研室在课题合作研究中的热情品质、敬业态度、

严谨风格、务实作风和协作精神，提出将在省委政研室指导下进一步加强江西特

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助力我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各子课题负责人交流了研

究成果和写作体会，与会人员还就应用对策研究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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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主办首届“土地科学与生态文明”青年科学家论坛 

 

 
10 月 26-27 日，由我校和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我院联合

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土地管理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土地科

学与生态文明”青年科学家论坛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 2 名教育部青年长江

学者、2 名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 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 名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等青年学者莅临现场作了主旨演讲。来自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土地科学领域的 130 余位青年学者，齐聚南昌，围绕“新时

代创新土地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深入研讨，相互切磋。 

 

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认为本次论坛

以“新时代创新土地科学、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契合新时代

发展的新要求，意义重大。今年正

值纪念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

十年间土地要素在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如何从

农地利用、生态安全、城市蔓延、空间规划、资源配置等角度探讨土地科学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挑战与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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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王小平教授利用校庆

活动间隙，也莅临指导本次论坛。 

 

 

 

 

 

我院谢花林院长主持论坛开

幕式和上半场的主旨演讲，并作了

题为“新时代农地利用生态转型研

究”的主旨演讲。 

 

 

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冯淑怡教授代表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致辞，她认为土地资源系统认知新理论方法、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

用地的相互关系、土地资源智能管控及土地资源安全战略等议题，都是未来亟需

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冯淑怡教授认为此次论坛正逢其时，为年青学者和博士、

硕士研究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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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论坛上，南京农业大学的冯淑怡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秀青

年基金获得者)、浙江大学的岳文泽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北京大学的彭建教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师范

大学的于德永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柯新利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廖金宝研究员（国

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沈阳农业大学的钱凤魁副教授、中山大学起晓星博士、

河海大学李洪庆博士和山东师范大学的李建春博士分别作了“农地流转模式分化：

机理及绩效研究”、“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生态安全

格局：面向生态文明的国土空间管控”、“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可持续性”、“城

市扩张、耕地保护与生态保育的冲突与协调”、“Ecological complexity: higher-order 

interactions and tripartite networks”、“耕地资源综合特征评价与保护分析”、“生

态-经济相耦合的土地利用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基于互联网地图 POI的城市文

化产业景观嵌入、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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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研究生分论坛由我院吕添贵博士后和青年教师邬志龙博士主持，来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和江

西财经大学等高校的 15 位研究生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和交流, 我院卢华博士对研究

生报告进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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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人才工作总结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学

院人才和学术建设，全面

实施人才强院战略，进一

步加强学院人才队伍建设

工作，12月 10日下午，我

院召开 2018年人才工作总

结会议，对今年人才工作

进行总结并动员部署 2019

年人才工作。我院谢花林

院长主持人才工作会议，肖文海副院长、舒成副院长和研究院全体中青年教师参

加会议。 

院长谢花林要求全院上下要高度重视广智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发挥各类

人才在建设研究院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深刻认识广智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把人才工作作为全院一项重

大紧迫任务抓紧抓好，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狠下功夫，大做文章。 

 

我院研究报告获毛伟明副省长批示 

近日，我院课题组提交的《编制绿色发展指数，“护航”我省绿水青山》报

告获毛伟明常务副省长批示。研究报告指出，绿色发展指数能科学反映一个地区

的绿色发展状态、潜力和动能。为科学反映我省绿色发展水平，助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江西）建设，课题组编制了《江西绿色发展指数（2014-2016）》，从

中部六省、省内市域、省内城市三个层面，评价绿色发展程度，分析演进轨迹及

其面临的问题，找准绿色发展中的短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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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冠荣副教授获省研究生教改课题 

近日，江西省教育厅正式公布了 2018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立项名单，我院姚冠荣副教授申报的““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研究

方法类课程体系构建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成功获得项目立项。 

 

 

我院获批 5项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近日，省教育厅正式公布了 2018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

结果。我院邬志龙老师申报的《鄱阳湖地区农户生计与乡村景观耦合演化：基于

山盆系统典型村域的研究》获批管理学类青年项目立项；邹金浪老师申报的《主

体功能区规划导向下江西省粮食生产集聚效应与绿色转型研究》获批经济学类青

年项目立项；周材华老师申报的《财政政策视角下江西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

制研究》获批交叉学科/综合学科青年项目立项；我校旅城学院吕添贵老师（我院

博士后，合作导师：谢花林教授）申报的《生态文明视域下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

参与机制研究》获批管理学类青年项目立项；我院在职博士生蒋海舲申报的《生

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江西省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研究》获批交叉学科/综合学科青年

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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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赴瑞金市开展“绿色发展规划”调研 

 

10月 22日至 25日，受瑞金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我院成立专家组赴瑞

金市对委托课题“瑞金市绿色发展规划及绿色金融规划”展开调研。 

22 日，由瑞金市副市长宋平荣、发改委主任谢立文主持座谈，谢花林院长带

队同瑞金市发改委、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住（城）建局、林业局、扶贫办、

金融局、旅发委、工信委等各部门就课题研究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了

各部门建议、反馈，详细了解瑞金市国土开发、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金融支持等现实状况和目标需求。 

 
23日至 25日，我院专家团队分别对瑞金市各部门单位进行了走访，并实地考

察了瑞金市叶坪乡、沙洲坝镇、赣闽商贸物流园等典型乡镇和产业园，对典型产

业村进行了入户调研，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企业到农户，全面了解当地绿色

发展状况。 

此次调研详细了解了瑞金市绿色发展现状、问题、需求和战略目标，收集了

丰富的数据资料，为绿色发展规划及绿色金融规划编制、服务地方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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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集中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 

10月 15号下午，我院组织全体在校教师和硕博研究生中集中收看全国科学道

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本次报告会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科技三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 

黄旭华院士报告题目为《使命、责任与担当》。他结合自身经历，深挖核潜

艇研究中的点点滴滴，为当代中国青年树立了不怕艰苦、勇于奉献的榜样。施一

公院士报告题目《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他以自身的成长经历，生动阐述

了学术品味、学术道德、学术道路的深刻内涵，为中国青年前进提供了方法指导。

怀进鹏院士报告的题目为《弘扬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汇聚科技强国建设磅礴力

量》，他讲述了大变革时代的科学家精神、明德楷模的精神感召和新时代青年的

科学担当等三点内容，希望中国青年积极学习先进道德模范，勇于承担科学重担，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本次报告会旨在勉励青年学子，要增强胸怀大局、科

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树立勇立潮头、自信自强的创新情怀，锻造恪守道德、严谨

求实的学术品格，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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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师生集体观看“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直播 

12 月 18 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院积极组

织师生集体观看大会直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先对过去 40年改革

开放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做出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国始

终坚持四个原则，在四十年的实践中充分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的正确性。并对我国未来发展提出新的九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

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后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国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在世界创造中国奇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全体师生的掌声鸣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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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大会后，研究人员表示，历史的选择，中国必须改革开放；人民的意愿，

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时代的需要，中国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40 年来取得的成就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

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

比自豪、无比骄傲！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

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

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

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研究院学生们表示，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

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

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习近平总书记

说：“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

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综合国力的提升，

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科技的高速发展，感受到国家富裕的一切美好，深深感到，

身为一名中国人真的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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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院长带队走访慰问铅山县扶贫点帮扶对象 

为深入贯彻省委及我校关于教育扶贫的决策部署，10月 30日，我院谢花林

院长及教职工一行经过 3个多小时的车程，专程走访慰问铅山县虹桥乡桥亭村的

帮扶对象。院领导以拉家常方式关切地询问了贫困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经济

收入、生活水平，了解其脱贫进程及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并代表学院送去了粮油、

大米、牛奶等生活用品和慰问金。 

谢院长一行赴当地鳜鱼养

殖基地、油茶基地进行了实地

考察，详细了解村扶贫产业的

发展状况、经营模式、扶贫带

动效应，对扶贫产业的可持续

性和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时效性

表达了关切。 

通过此次走访和帮扶，一

方面加强了学院与帮扶对象的

沟通和联系；另一方面，为今

后学院开展精准帮扶和脱贫工作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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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赴瑞金市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活动 

 

10 月 22 日至 25 日，我院师生在谢花林院长带领下赴瑞金市沙洲坝镇、叶

坪乡展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爱党爱国教育活动。 

期间，全院师生共同参观了沙洲坝革命旧址群，回顾共产党革命发展的艰辛

历史；瞻仰了叶坪华屋红军祠，致敬伟大革命先烈。身临其境革命摇篮，耳濡目

染红色文化，师生们发自内心感叹要更加珍惜现今中国来之不易的发展和繁荣，

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用所学知识贡献社会，造福百姓，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

命精神。 



 

28 
 

  学术交流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严金明来我院讲学 

12月 2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

行院长严金明教授来我校作题为““多

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学术报

告。院长谢花林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

我院在校研究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聆听

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严金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建设情

况。人大国发院自 2013年成立以来，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响应国家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召，全面重构，

力推体制机制的创新，于 2015年底成为全国首批 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

点单位。国发院还通过分院体系、延伸国家高端智库的地方合作网络，搭建中央

决策与地方实践的桥梁与平台。 

随后，在题为““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题讲座中，严金明教授

首先从“一只青蛙”的故事

切入，阐述了“多规合一”

的动因；从经济新常态、人

口新变化、国际新趋势以及

生态文明新要求等方面剖析

了规划转型背后深刻的社会

经济背景；在此基础上，严

金明教授从历史、权利、宗

旨、行政、功能以及管理等

六个方面详细阐释了空间规

划的本质，即对国土空间利用、行政政策协调和政府土地管治进行超前性的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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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理安排，并强调，国土空间规划遵循的未来时空导向；严金明教授还表示，

国土空间规划的价值追求在于强调“永续利用”、注重“公平效率”以及融合“三

资一体”，并重点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导向进行了阐释，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

方面：“多规合一”在于协同耦合；以规划为龙头，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

“三线”为底线，推进全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整治为抓手，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综合治理。 

严金明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立足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

间规划等方面，为全体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带来了一场理论和现实密切联系的

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主体功能区和

国土空间规划的区别，“多规合一”后的实施等相关问题同严教授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交流。 

 

学术报告会后，严金明教授参观了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办公场所，询问了研究

院的近/远期发展目标和各专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与研究院专职人员进行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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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振琪来我院讲学 

12月 2号，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

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胡振琪教授来

我校作题为“土地复垦三十年：回顾

与反思”的学术报告。院长谢花林教

授主持学术报告会，我院在校研究人

员和硕博研究生聆听了本次学术报

告会。 

胡振琪教授首先介绍了土地工程学的概念和体系，详细阐述了土地工学学科

体系的结构及其可以进一步重点

研究的内容。随后的专题报告环

节，胡振琪教授以 1989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土地复垦规定》为起

点，详细梳理了近 30年来土地复

垦相关法律法规的演变，回顾了在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复垦工作面临

的主要挑战以及对应的目标设计。

胡振琪教授分别从土地复垦名词

概念的反思；历史及其阶段划分的

反思；土地复垦政策与监管的反思；土地复垦技术的反思等 4个方面反思土地复

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胡教授还认为 30年来，土地复垦的总体成绩是显著的，

但问题也是突出的，并认为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面临很大的机遇和挑战，最

后胡教授对新时代背景下土地复垦的政策制定、技术发展以及规划理论提出了新

的思考与方向。 

胡振琪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立足于国内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治

理等角度，为全体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带来了一场理论和现实密切联系的专题

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土地复垦为耕地后，

农民依旧选择撂荒等相关问题同胡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31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必良来我院讲学 

10月 14号，应我院邀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华南农业

大学罗必良教授来我院做了题

为“外部性、生态品及可交易

问题”的学术报告。院长谢花

林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来自

江西农业大学和我院师生等教

研人员及硕博研究生聆听了本

次学术报告会。 

首先，罗必良教授从学界

对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问题的处理等现实问题出发，认为市场化改革的重点，

在相当程度上是约束政府的作用空间（所谓的越位）；但“缺位”的问题一直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罗必良教授从庇古到科斯对外部性处理出发，认为所

谓的市场失败，并不是市场逻辑的失败，而是市场运行的不到位问题，在生态领

域，化解外部性问题的一个关键是

必须“产品化”。罗教授认为市场

机制的自我修复功能有三大路径：

一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产品升

级—通过市场分层解决；二是，外

部性问题市场化—关联性产品—

通过匹配交易来解决；三是，外部

性难以内部化—分离性产品—必

须生成的新市场。最后，罗教授认

为生态环境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将

社会意识、潜在需要，恰当地表达

为社会的现实需求与产品服务供给，并由此而生成明晰的产权主体与产权交易市

场。 

罗必良教授报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运用幽默生活化的语言，立足于国内

生态文明建设，为全体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带来了一场理论和现实密切联系的

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全流域补偿、

江西生态产品差异化以及丘陵山区如何走高附加值农产品等相关问题同罗教授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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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恒运来我院讲学 

2018年 12月 22日，应我院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河南省特聘

教授，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马恒运教授访问

我院，并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乡

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的学术报告。我院院长谢花林教授

主持学术报告会。 

马恒运教授从改革 40 年农业重大政策调整及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思考等

方面分享了本次报告。马教授指出，乡村的衰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工业化

和城市化原始积累的产

物，必须清楚认识工农关

系发展的现状。首先，工

业支持农业力度不断增

加，实际上是农业仍然在

支持工业，从产品剩余支

持转变为生产要素支持。

其次，反哺农业是乡村振

兴的关键。工业反哺农业

取决于制造业水平，制造

业科技水平是反哺农业的

基础，农业机械化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特征，工业要切实发挥其主导地位的作用。

第三，土地财政要用于乡村振兴。土地财政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城市化

后期土地财政要用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持久战，因此，要因时、

因地、因财，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经济

效益，更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随后，马恒运教授就报告相关问题与现场师生们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场气

氛热烈。学术报告会后，马恒远教授参观了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办公场所，询问

了研究院的近/远期发展目标和各专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与研究院专职

人员进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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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长江学者刘小平教授来我院讲学 

2018年 12月 22日，应我院邀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中山大学地理

科学与规划学院刘小平教授

团队访问我院，并为学院师生

作了题为“未来土地利用模拟

模型（FLUS）的构建及应用”

的学术报告。我院院长谢花林

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 

刘小平教授以全球土地

利用变化模拟为切入点，指出

了当前高精度的全球未来土

地利用模拟产品缺失与现有土地利用模拟模型的局限，提出一种耦合系统动力

学（SD）、神经网络模型与元胞自动机（CA）的 FLUS模型（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并应用于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刘教授对 FLUS 模型

的主要内容与工作机理进行了介绍，并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为例，强调了

该模型的模拟精度。随后，刘教授介绍了 FLUS 模型在佛山市、珠三角城市群

及全球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的具体应用， 指出了 FLUS模型多尺度、多领域的

适应性及全球尺度土地利用模拟的精度优势。  

随后，刘小平教授就报告相关问题与师生们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场反应热

烈，学院师生们对土地利用的情景模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并积极向刘教授请

教如何将 FLUS模型应用到学术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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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许振明教授来我院讲学 

12月 25号，上海交通大学许振明教授来我院作了题为““电子废弃物”

中资源循环利用与污染控制”的学术报告。谢花林院长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

我院在校研究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聆听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许振明教授从电子废弃物的主要特点、电子废弃物处理的国际产业链现状

和国内行业处理现状认为我国已经成为电子废弃物处理量最大的国家；其次，

从“物理法为主，化学法为辅，降低二次污染，资源高效利用”的研究思路提

出了电子废弃物处理的 6个研究方向，如环境友好资源化技术、先进环保装备、

污染控制及修复、标准和技术规范、回收体系和法律法规；最后，许振明教授

从金属资源和非金属资源两方面详细阐述了废弃物中资源循环利用与污染控

制的问题，并分析了电子废弃物处理带来的环境问题。 

讲座内容丰富，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国家对废弃物处理企业的补贴、

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分类回收网络

体系及其运行模式以及资源化利用后产

品的市场接受度等相关问题同许振明教

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学术报告会后，许振明教授参观

了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办公场所，询问

了研究院的近/远期发展目标和在校

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与研究院专

职人员进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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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大学张新民博士来我院讲学 

 

12月 17日下午 14: 30，日本筑波大学张新民博士来我院作了“东莞市土地利

用变化及生态价值变化”的学

术报告，我院谢花林院长主持

报告会，我院在校研究人员和

硕博研究生聆听了本次学术报

告会。 

张新民博士的学术报告围

绕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

价值变化，主要从研究背景与

研究意义、理论框架与模型构

建、实证研究结果与讨论、政

策启示等几方面展开介绍，分析了不同情境下的东莞市生态价值变化，并据此提

出了严谨的政策建议。 

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围绕日本在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如何做研究和如何培养

学生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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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旅城学院吴光东副教授来我院讲学 

 

12月 14号，我校旅城学院吴光东

副教授来我院作了题为“Towards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的学术报告。

我院姚冠荣副教授主持学术报告会，

我院在校研究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聆听

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吴光东副教授首先以自己读研读

博到工作以来的个人经历说起，总结出“想，都是问题；站着不动，永远都是观

众；做，才是答案”的学习生活感悟。然后，吴光东副教授分别从“为什么要发

表 SSCI/SCI论文”；“怎么选 SSCI/SCI期刊”；“怎么选目标期刊”；“怎样写

一篇 SSCI/SCI 论文”；“怎样应对审稿人的意见”5 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报告。吴

光东副教授认为新颖的选题，可靠的数据、合适的方法和有意义的结论是一篇高

质量 SSCI/SCI论文的关键 

吴光东副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用幽默的语言分享了自己发表高质量 SSCI/SCI

论文的经历，为全体教

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

带来了高质量的专题

讲座。讲座内容丰富，

在互动环节，教研人员

围绕如何寻找合作伙

伴，关键词语的语法表

达等相关问题同吴光

东副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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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参加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8年学术年会 

 

11月 3号，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8年学术年会在中南大学隆重召开。年会由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主办，中南大学、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承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等单位协办。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征程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与

管理变革”，来自国内外资源科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共 1200余位齐聚长沙，

探讨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与改革的国家重大战略前沿热点和关键科学问题。我院教

师邹金浪博士、邬志龙博士、何亚芬博士、吕添贵博士后等教研人员和硕博士研

究生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出席 3 日上午开幕式的有中国工程院钟掘院士、赵春江院士，中国科学院周

成虎院士，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成升魁，湖南省科协党组书记刘小明, 湖南省

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金勇章，长沙市科协党组书记李范坤,中南大学党组成员、副校

长朱学红和原常务副校长、金属资源研究院黄健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副所长封志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克林,中国国

土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新安，中国五矿稀土集团董事长黄国平，中国科学院南京分

院院长杨桂山，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段金廒，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战略研究

中心副主任龙宝林，湖南师范大学资源环境科学学院院长谢秉庚，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罗琳，以及学会副理事长沈镭、江源、吴文良、高峻、濮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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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幕式由中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黄健柏和学会副理事长沈镭共同主持。 

11月 4日，大会围绕主题，就资源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保护等 17个议题展开

进一步深入的讨论。我院教师

何亚芬博士应邀在 “生态过

渡带资源持续利用与景观可

持续” 分会场做了“健全我

国耕地休养制度研究的学术

报告”，吕添贵博士后应邀在 

“土地资源科技创新与精准

扶贫战略” 分会场作了“休

耕政策实施异化风险、形成路

径与防范体系研究”的学术报告。 

 

4 日下午的闭幕式上，颁发了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

文奖和志愿者证书。此外，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与下一届承办单位——宁夏大学的

交接仪式，中南大学金属资源研究院院长黄健柏教授代表本次年会的主办方，将

会旗传递给下一届承办单位代表。最后，在成升魁理事长的闭幕致辞中，此次大

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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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应邀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 

 2018年学术年会 

10月 25日-26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环境保护部环境规

划院、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主办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 2018年学术年

会在浙江衢州召开。我院院长谢花林教授、博士生陈倩茹、硕士生肖璐萍等应邀

参加此次年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陆新元、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处长王力及衢州市

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衢州市环保局等 150 多位专家、学者

参与了学术讨论。 

本次学术会议就“环境经济政策理论与探索”、“环境经济政策评估与实践”、

“海洋环境管理与经济政策”等 3 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开设“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erformance”英文论坛。会议期间，我院师生分别参加了相关分会

场的学术活动，与本领域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扩大了我院在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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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师参加第四届 CWINS国际研讨会 

11月 9日-11日，自然资源治理：全球化战略与体系创新暨第四届 CWINS国

际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我院卢

华博士和吕添贵博士后（合作导师：谢

花林教授）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与

国内外资源环境治理专家学者进行了

交流，拓展了学术视野，了解了国内外

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

研究工具，为新时代土地资源治理提供

了新理论与新视角。 

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 （LAND）主办、中国土地勘测

规划院和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办，以及德国“社会-生态系统制度分析国际合

作平台”（WINS）、中国“社会-生态系统制度分析国际合作平台”（CWINS）、

中国土地学会对外联络委员会、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浙江大学外事处和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CCSE）协办。此次研讨会吸

引了国内外 130多位自然资源治理领域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  

针对全球自然资源治理体系问题，本次会议设置了六个主旨会议和八个分会

场。其中，主旨会场围绕“自然资源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治理：理

论与实践”、“自然资源治理：工具与绩效”、“自然资源资产治理：权利与冲

突”、“资源要素治理与区域协调”和“土地资源治理：公权与私权”等主题展

开。而分会场则围绕“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资源治理的国际战略”、“土

地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协调”、

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土地利用与空间治理”和“资源治理与农户行为”

等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与讨论。 

本次研讨会还分别发布了由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牵头、协同浙江

大学高分数据中心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蔓延指数 CUSI》和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

发展研究院院长吴次芳教授等主编的著作《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总体研究》。

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间土地资源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有关城市蔓延研究与土地制度研究成果的发布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

关注与讨论，认为两项成果的发布为未来自然资源治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工

具和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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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华博士参加钟山农业经济论坛国际研讨会 

11月 12日至 13日，由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德国哥廷根大学主办，《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China & World Economy》杂志社支持的钟山农业经济论坛 2018

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两百余位国内

外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聚焦中国农业经济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开展学术讨论和

交流，提供对策建议。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教授，国际农业经济学会 2015-2018主席、国际食物

政策研究所Will Martin教授，国际农业经济学会 2012当选执委、德国哥廷根大学

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 教授，加拿大农经学会前主席 Lars Brink教授，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办公室主任 Kevin Chen博士，美国农业经济

学会执行理事、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 Holly Wang 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Wusheng Yu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程国强,南京农

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陈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等出席研讨会。来自美

国、德国、加拿大、丹麦、日本、立陶宛、越南、印尼、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国

家和地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哥廷根大学、哥本哈根大学、普渡大学、日本

亚洲经济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滑铁卢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西澳大学、阿肯色

大学、立陶宛国家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

师生代表参加本次国际研讨会。我院青年教师卢华博士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11月 12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由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钟山

特聘教授钟甫宁主持。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在开幕式上讲话，向参加钟山农

业经济论坛 2018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国内外嘉宾表示热

烈欢迎。周光宏介绍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建设的成果；他表示，今

年适逢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此次论坛对我国农业

市场化改革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与展望，围绕当前“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问题进行

研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通过与会专家的共同努力，将在“三农”问题研究、

农业市场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涌现出更多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成果，为我国农

村改革与农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次国际研讨会共邀请 7位学界权威专家进行大会主旨报告；17场专题会议

聚焦特色，80 余位师生代表进行论文汇报；圆桌论坛邀请众多国内外专家，分享

最新学术成果。会议期间，卢华博士参加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农业与农村生态

环境、农产品消费与食品安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户行为与环境可持续性、农

业投入与技术等分会场，并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外学者对我

院的了解；扩大了我院在国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学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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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我院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学习会 

11月 9日上午，我院在院 1003室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研究院全

体在校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参加，会议由我院谢花林院长主持。全院师生重点

学习了省校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文件和精神。会议召开前夕，院领导对学

生实验室进行了查看，仔细询问大家有没有涉及校园贷等情况，敦促学生们要提

高警惕，注意人身财产安全，谨防陷入校园贷等陷阱。院办公室也将《关于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文件通过 QQ 和微信等方式发送到全院师生，相关知识点

也已在宣传栏贴

出，方便全院师生

随时学习。会后，

谢花林院长还叮

嘱办公室人员随

时关注师生状况，

异常状况随时汇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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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科研诚信教育月”主题活动 

为加强我院科研诚信建设，严明学术纪律，规范学术行为，10月 29号下午，

我院组织在校

教研人员和硕

博研究生开展

“科研诚信教

育月”主题活

动，本次活动

由我院谢花林

院长主持。 

 

谢花林院长带领全体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认真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

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高等学校预

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通知》、《江西财经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

等相关文件，进一步加深了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对科研诚信的认识。谢花林院

长还剖析了近年来的多起学术不端行为，强调了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并要求全体

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自觉履行学术规范，争做弘扬学术精神的排头兵。 

 

我院学生参加复校 40周年（建校 95周年）办学成就展 

 

为纪念我校复校 40周年（建校 95周年），我校 10月 27日-30日于老图书馆

一楼举办办学成就展，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十个方面展示我校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学校的变化

与发展、壮大与提升。10月 30日下

午，我院博士研究生陈倩茹、硕士

研究生肖璐萍参加成就展，通过此

次办学成就展，两位同学对我校的

历史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

一步坚定了认真学习、报效国家的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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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学生在第六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荣获二等奖 

由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统计

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总决赛近日落幕，我院学生积极

报名参加并收获好成绩。 

“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旨在通过市场数据进行统计调查，提高学生市场

调查分析能力，使其更好地了解社会现象。经过初赛层层选拔，我院学生的“基

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忠诚度研究—以南昌市民对滴滴公司安

全性认知为例”的作品（团队成员：夏煜、肖璐萍、邱新华、邱凯盈；指导老师：

卢华）晋级总结赛。总决赛阶段分 PPT 展示和提问答辩两环节，我院学生在总决

赛中从容不迫、沉稳自信，参赛作品数据详实、分析透彻，所提的对策建议具有

很强的可操作性，赢得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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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    
 

江西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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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金法，谢花林：江西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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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花林，陈倩茹，卢福财，姚冠荣等：Spatial-temporal Disparit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tal-factor Green Us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Land in China  

该论文发表在 SCI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年第 207期。
论文简介：Achieving “green” use of industrial land is beneficial to save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achiev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ispaper, we estimate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total-factor green us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land (TGUEIL) in China by using a global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GNDDF) and 

the non-radial Malmquist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land green use (NMPILG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GUEIL had a rising trend in most years during 2006-2015. The eastern region enjoys the 

greatest TGUEIL, and the gaps in the TGUEIL between regions are narrowing.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NMPILGU than efficiency progress. To raise the 

TGUEIL, we should increase the internal expenditures in R&D activities,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inventions and R&D staffs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 should promote the use of clean energy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efforts in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e should 

prohibit local governments from selling land to cover the defic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labor redundancy in eastern China and guide orderly redundant industrial labor 

force transfer from eastern regions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谢花林，朱振宏，王柏皓，刘桂英，翟群力：Doe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 from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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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rapid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the sca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s expanded 

accordingly.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n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uses 1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 Considering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5,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is not as great as that of capital stock. (2)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a certain area has not only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a certain spillover effect and it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adjacent areas in the economic belt. (3) 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respective reg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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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fferent regions.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will also facilitate the follow-up of other researcher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s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肖文海，蒋海舲，夏煜：深入推进生态扶贫——基于江西调研的分析 

该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 11月 2日总第 1566期。论文简介如下：生

态扶贫是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脱贫攻坚领域的具体运用。

生态保护扶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2018 年 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江西、

贵州、四川等省份制订了生态扶贫的实施方案，在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生态搬

迁扶贫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调研发现，当前生态扶贫还存在长效

机制不够健全、脱贫效应有待提升、后续政策力度尚须加大、金融支持保障不足

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实施生态保护扶贫 

打通保护环境与共享发展成果的联系通道，精准定位贫困地区生态建设的巨

大贡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生态保护扶贫的

重要途径。以江西省为例，该省采取生态惠民和倾斜支持的策略，增加对生态补

偿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在植树造林项目、低产低效林改造资金支持和森林培育等

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规定，资金分配除了考虑水环

境、森林质量等因素，还要对贫困县给予倾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门关

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通知的精神，近三年江西省财政资金投

入超过 3亿元，仅 2018年就选拔招聘岗位 1.4万个，带动 5万多贫困人口走上“不

砍树、能致富”的生态扶贫道路。江西省水利部门推行“河长制+精准扶贫”机制，

聘用困难户担任河道保洁员，解决了近 2万名贫困户的就业难问题。 

当前，生态补偿覆盖还不够全面，扶贫带动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深入推进

生态补偿扶贫，一要完善生态补偿办法。如在湿地区域尽快建立和完善省级湿地

补偿办法，扩大生态补偿对相应区域贫困群众的受益面。逐步提高公益林补偿标

准，探索通过赎买、置换等方式，将禁采伐的非国有商品林调整为公益林，实现

社会得绿，贫困人口得利。二要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考核办

法，增大生态建设工程脱贫绩效考核权重，增强中央财政资金的脱贫带动效应。

三要积极推动上下游流域通过合作共建园区、资金补助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

系，支持林业碳汇项目获取碳减排补偿。 

创新资源利用方式促进生态产业扶贫 

产业是扶贫之基。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是推动生态功能区脱贫奔小康的根本

对策。苍山洱海的生态旅游、贵州花茂村的农家乐、湘西的特色生态产业等成功

实践表明，山上常青树，农户摇钱树，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江西近年努力探索“四位一体”（政府+金融+合作社+贫困户）产业扶贫模式，完

成了 5万人的雨露计划，对 58 个县进行了产业扶持。宜丰、奉新、铜鼓的竹产业，
吉水、遂川、金溪的香精香料产业，丰城的“五统一分”油茶发展模式，弋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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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竹+脱贫”模式，带动林农增收，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各地积极

创新“旅游公司+农户（贫困户）”“景区（公司）+旅游协会+合作社+农户（贫

困户）”等模式，引导贫困户参与周边景区建设和服务，通过发展农家乐餐饮旅

游、销售特色农产品等方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生态产业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的产业项目雷同，同区域竞争与

同产业竞争较为激烈，现代化规模化程度不高，“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基础不牢，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深入推进生态产业扶贫，

一要积极探索个性化绿色发展路子，建立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打造知名绿色

品牌。二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明确

农民享有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受益、有偿退出以及担保、继承、抵押等权利，

探索利用经营权入股特色产业。三要用好财政部门提供的引导资金，全面推行“主

导产业+扶贫资金+合作组织+帮扶机制”的“四位一体”利益联结新模式，将龙头

企业（合作组织）与贫困户捆绑在一起，提高资金投入效果，调动贫困户参与产

业扶贫的能动性。 

从“搬得出”到“富得起”推动生态搬迁扶贫 

对一些生态功能脆弱、地处偏远、生产生活存在突出困难、生存条件恶劣的

村组实行整体搬迁，是生态扶贫的重要措施。江西以“整体搬得出，长期住得稳，

逐步富得起”为发展目标，加大生态脆弱、交通不便地区的整村搬迁。仅 2016年

全省移民搬迁近 10万人，其中搬迁扶贫 8万人，水库移民搬迁安置 1.34万人，

农村重点污染区域移民搬迁 5319人。江西扎实推进生态移民管理工作，对搬迁移
民采取“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差别化扶持，对有搬迁意愿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普惠制人均每年补助 4000元的基础上，再每人增加补助 1000 元，特

困户每人增加 2000 元。 

生态搬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部分搬迁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后续支持

执行不够，重心还停留在“搬得出”上。解决关键是加大搬后扶持力度，落实“六

个一”支持，根据不同安置点的消费水平进行阶梯式额外财政补助，促进生态搬

迁从“搬得出”向“长期住得稳”“富得起”转移，减轻移民户生活压力，实现

搬迁与脱贫共发展。 

健全绿色金融保障 

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的转化，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绿色金融支持是

生态扶贫必不可少的保障。当前，金融扶贫的主要问题是：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评估机制、交易平台等机制不成熟，“两权抵押”贷款进展较缓；大部分金融机

构提供的扶贫信贷产品同质性较强，门槛过高，没有真正考虑贫困户的发展需求；

财政、金融、扶贫等部门信息共享程度较低，协同效率不高，风险补偿基金不到

位。 

创新绿色金融扶贫模式，要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建立以引导性财

政资金为基础、受益者合理分担、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资金筹集机制，利用政策

性银行长期贷款等市场化机制，扩大资金来源。以行政村为单位，搭建经济合作

平台，成立村级担保基金（合作社），构建以收储担保、绿色保险、生态监管、

资产评估为主体的“四位一体”的绿色金融发展和风险防控机制，为自然资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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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抵押贷款提供支持，解决分散农户较难直接向银行抵押融资问题，促进绿色发

展、农户增收和生态扶贫的多赢。 

本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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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DB159）、江西省智库重点项目“新时代江西生态扶贫的路径研究”

（17ZK10）阶段性成果 

 

卢华，谢花林，吕添贵，姚冠荣：Determinants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in 
Ecologically Damaged Areas in China. 

该论文发表在 SSCI 期刊《Land Use Policy》2019 年第 81 期。论文简介：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should focus not only on land fallow but also on the conservation of 

fallowed land. In the context of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policy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in ecologically 

damaged areas in China. Farm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fallow policy is necessary for realizing the 

recuper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outcome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policy.To this end,we analyze farmers' attitude towards land fallow and its conservation by using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the pilot areas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 

binary choice model i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nservation on fallow l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fallow land. Farmers' awareness that fallowed land can improve soil fertility is an 

essential determinan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land fallow policy. Expanding the plot size and size of 

fallowed land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that farmers participate in conservation of fallowed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djacent plots and increase the plot size 

to reduce the marginal cost of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In addition, cultivated land recuperation 

policies should target new entities i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increase their demonstr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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