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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16 年工作总结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以下简称资环所）以研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突出问题导向，制定基地在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咨政服务、学术交流、资料和信息化建设

等方面的重大任务和具体措施。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选择

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实现特色发展，在科学研究和智库建

设方面继续向高端迈进，为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一、科研工作 

1、科研项目 

资环所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以研究团队为龙头，集中

力量冲击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横向项目”的目标，

通过整合所内外研究力量，聚焦重大现实问题，承担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与广东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与资源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领域的重大项目，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低碳发展战略提供科学思路和决策参考。 

自张捷教授 2015年 7月获得资环所建所以来首个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后，2016年何凌云教授申报了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城市交通政策和设施建设对大气环境影响的评价研

究”，傅京燕教授申请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水生态补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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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虽然未能申请成功，但通过申请重大重点项目，

锻炼了研究团队的课题申请能力和组织能力，增加了中青年

学术骨干冲击重大项目的经验。在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中，资环所收获颇丰，郑筱婷“PPP、水价改革与监

管机制对供水企业绩效和服务的影响”、于艳妮“基于减排

成本视角的中国工业行业碳交易的成本效益研究”获立青年

项目。 

2、科研成果 

2016 年资环所在三大索引、高水平论文方面有新的突破。

“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目标是拟在 SSCI、SCI 和暨南大学

认定的 A 类期刊以及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权威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30~40 篇，出版专著 3~5 部，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研究咨询报告、规划和提案等 5~7 部。实际情况为：2016

年 在 Energy Policy, Energ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等资环类国际重要 SSCI、SCI 期刊和《中国工业

经济》等 A类期刊发表论文 33篇，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和《环境保护》等资环类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8 篇，出版

专著 2 部，为政府提供研究报告 2 部，为广东省政协提交提

案 2 篇。因此，对照预期目标，“十三五”的第一年已打下

了较好的基础。 

二、智库功能 

自成立以来，研究所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

的资源环境经济学智库，对广东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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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因此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将成为经

济学和管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同时资环所和广州低碳研究

基地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目前两个基地在课题申报和学

术讲座方面已开始实现了人员和资源的交叉共享。在 2016年，

我们向学校提交了成立“华南绿色与低碳发展研究院”的论

证报告，其建设目标是成为华南地区顶尖的环境经济管理与

公共政策智库。 

2016 年研究所围绕中国和广东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

中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产生了包括政策提案、蓝皮书、政

策技术报告、媒体采访以及时政文章等一系列的智库成果，

这些关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学术研究成果

和政策建议在广东省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受到广东省

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推动广东省制

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政策产生了积极影

响。 

1. 通过提交两会提案和向人民日报提交内参，高端的智库成

果开始出现 

通过民进广东省委，资环所张捷教授和莫杨副教授向广

东省政协和全国两会提交提案“关于进一步完善广东省流域

内水权初始分配办法的提案”，这项提案获得民进广东省委

优秀提案二等奖的荣誉；傅京燕教授提交了“关于大力实施

政府绿色采购，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的提案，两份提案引

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资环所于 2016 年 12月 20日参与了民

进广东省委的新闻发布会，并通过民进中央提交 2017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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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会。 

2017 年 5 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资

环所傅京燕教授向人民日报提交论文转为内参——推动沿线

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促“一带一路”建设，并于 5月 10日接受

《环球时报》等英文媒体的采访——China prioritizes a 

‘Green Belt and Road’，获得人民网、中国网和中国新闻

网等多语种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这些提案和内参的研究资料

数据翔实，切中问题要害，富于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可操

作性，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并获得民

进广东省委的优秀提案奖。 

2. 通过调研与省内外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不断深入 

资环所围绕张捷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

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对一系列涉及生态环

保的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进行了调研，包括到广东省环保厅

水处和计财处、广东省水利厅以及珠江水利委员会调研横向

生态补偿、到粤海水务公司调研东江供水情况、到广东省林

业厅和广东省林科院调研林业碳汇、到广西和贵州环保部门

调研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开展生态补偿的情况。 

目前研究所已经与广东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委、

经信委、财政厅、环保厅、林业厅、水利厅、农业厅和珠三

角改革与发展规划办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发改委气

候处和资环处、经信委节能处等均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给予

了大力支持，对项目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所与广东省

环境权益交易所、广州碳排放交易所、深圳碳排放交易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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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等市场机构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另外，通过参与佛山环保局和珠海市环保局等关于排污权有

偿使用评审会以及珠海和中山水务局关于水权交易方案的评

审会，增加了对地方环保部门的咨询服务功能。与上述机构

合作关系的建立为实现咨政功能提供了了解政策前沿和服务

政策所需的通道。 

3.与经信委节能中心等签订战略性合作框架协议 

资环所 2016年承接了广东省经信委“十三五”节能减排

目标在 21个地级市的分解方案，得到了广东省经信委的肯定，

该研究成果将为广东省 “十三五”以及更长时期的节能减排

规划的实施提供顶层设计和科学支撑。在课题合作基础上，

资环所与广东省经信委节能中心于 2017年 4月签订了战略性

合作框架协议，包括课程培训、课题调研和学生实习等方面

的合作。但是，由于资环所专职研究人员有限，所以尚未能

全面展开合作，目前资环所已承担广东省经信委节能中心的

工作是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第二期的申请书“县（区）工

业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部分内容的撰写，探索县（区）工

业绿色化改造的新模式新思路。 

同时，资环所参与了肇庆暨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的筹

备工作，对肇庆研究院的成立和章程撰写积极配合和进行调

研，资环所拟于 2017 年 10 月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依

托，同时也是作为支持暨南大学肇庆研究院的一个重要学术

活动，在广东肇庆举办一场“区域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征

稿启事已经发出）。另外，广州市花都区作为准备启动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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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绿色金融示范区，也提出了与资环所进行合作共建广东省

绿色产业研究院的邀请，以期为广州绿色发展示范区提供智

力支持，双方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等内容提出了进行合作

和合作途径的初步构想。 

4. 蓝皮书的再度出版开始使资环所对政策影响力的品牌效

应开始显现 

研究所在 2015年蓝皮书的基础上，继续编撰了《广东生

态文明与低碳发展蓝皮书》（2016），内容涉及生态补偿、

碳排放交易和碳排放峰值等理论和现实的前沿问题，成为同

行学者、政府官员及企业界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蓝皮书的

供稿对象是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寄达的机构

包括：发改委、环保厅、经信委和林业厅等政府主管部门，

环科院、林科院、水电院等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高校、社

科院、科学院系统的相关研究机构，交易所，节能中心和第

三方机构等。此外，蓝皮书还寄送国内主要高校图书馆和低

碳环境领域的知名学者。与 2015年的蓝皮书相比，征稿的对

象和影响面都有所提高，蓝皮书作为机构对政策关注力的品

牌效应开始显现。通过以上工作，资环所的学术影响力稳步

上升，正在成长为广东省最具竞争力的生态文明与低碳经济

新型智库。 

5. 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多次，研究机构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傅京燕教授关于碳市场的研究“碳交易试点市场建设的

中国经验”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4），同时得到

国内主要专业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碳交易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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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网，中国工业电器网等）的转载，并于 2017年 1月 5日

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全国统一碳市场启动在即，以

市场化机制推动绿色转型”的采访全文也被多家主流网站（中

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碳交易网，中国电力网，低碳工业网，

中国环保在线等）转载。 

三、人才培养和引进 

在人才培养方面，资环所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参与国内

外学术交流，研究所围绕资源环境经济学与气候政策的前沿

领域和现有研究基础，举行了多次高水平的讲座。同时，研

究所重视对环境规制理论与气候变化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和

硕士生的培养，2016 年多名学生在 A 类期刊上发表了 7 篇高

质量的学术论文。 

资环所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2016年引进了高层次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何凌云教授加盟；2015年引进的兼职研究人员

朱帮助教授于2016年获得青年珠江学者称号。 

资环所重视对高端人才的柔性引进。利用学校的人才引

进项目，资环所 2015年引进了环境经济学方面的知名学者美

国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管理系的李善军副教授，2016 年引进

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能源经济系雷震副教授作为讲座

教授。除了进行学术讲座外，他们多次与资环所教师、硕士

生和博士生进行论文选题交流，推荐国内外在资环研究领域

优秀的博士生或科研人员到资环所进行团队建设。 

四、学术交流 

1．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实质性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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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环所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营造学术氛围和提高自身知

名度，从国内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

国聘请了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若干著名学者担任研

究所的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和兼职研究员，并多次举办国际

学术会议。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16 年 6

月 22日举办了“东亚（中日韩）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讨

会”，资环所所长张捷教授分别聘任日本九州大学资源环境

研究所所长马奈木俊介教授和韩国仁荷大学国际治理研究院

院长李明宪教授为资环所的学术顾问。2016 年 12 月 13 日，

资环所举办资源环境小型研讨会，张捷教授与韩国仁荷大学

经济学院崔龙录教授分别代表两个机构签订了建立长期学术

合作关系的协议。同时，资环所也与校内机构开展学术合作，

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低碳基地进行了会议、讲座和课题

等的全方位合作，同时也与暨南大学经济社会研究院达成了

在学术讲座和课题申请等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并且在 2017

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团队中进行了有效的人员匹配

和组合。 

2．举办各种高层次的学术讲座，提升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研

究能力 

2016 年，资环所举办了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 10多场，

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访并做学术交流。其中包括美国康奈

尔大学李善军教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谭浩副教

授、美国奥本大学张道卫教授、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王泓仁

教授、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学雷震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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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诺丁汉大学市场营销与可持续发展系张涛副教授、西澳

大利亚大学马春波副教授和台湾高雄大学原副校长王凤生教

授等。同时，资环所接待了来自国际机构、驻华领馆等相关

机构的来访和交流，其中包括加拿大领事馆、法国领事馆、

瑞士领事馆、日本领事馆等关于广东省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

及合作前景的访谈以及位于美国总部的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

（WRI）、广东省发改委和中山大学等关于广东省碳排放峰值

的调研。 

五、管理机制与信息资料建设 

资环所经过四年的建设，目前已具备一定的知名度。2017

年 5月，收到了中国社科院评价中心-中国智库综合评价调研，

通过对比新型智库的评价指标，我们也在理解新型智库的显

示性指标，包括科研水平和科研管理方面。例如，给社会（公

众、政府、企业）授课和培训，政策报告，媒体采访 ，时政

文章，咨询等；另外，还需要增加举办会议、接待来访（国

内和国外）、与国内或国外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等内容。同时，

网站和公众号也需要提高点击率。 

资环所一向注重图书资料和数据库建设，2016 年更新了

已购买和拥有的数据库，包括用于一般均衡分析的全球能源

—贸易分析系统（GTAP-E9.0）数据库、用于建立可计算一般

均衡模型的 GAMS 程序包、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和

COMTRADE 贸易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于 1996 至 2007 年间对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调查数据库。暨南大学资环所 2016 年购

买了中国环境年鉴 2015》、《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1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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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年鉴

2015》、《中国低碳年鉴 2015》、《中国循环经济年鉴 2015》

等，因此具有较好的资料积累。 

资环所创设了网站，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所的动态信息、

讲座信息、研究队伍和研究方向等，近期对网站进行了优化：

包括对学术动态和讲座信息进行动态更新、对教师科研成果

进行统计等。研究所拟于 2017年开始每半年完成一份工作简

报，及时对科研成果和科研活动进行总结。同时，目前已建

立了微信公众号，但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没有固定化，所以未

能及时更新。第三，我们还拟建立政策数据库和统计数据库，

实现师生间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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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动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

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召开 

    2016 年 3 月 25 日下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

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305 会议室召开。暨南大学宋献中副校长、社科处黄晓燕副处

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董锁成教授、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匡耀求教授、中山大学国土资源与

环境系董玉祥教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杨中艺教授以及广

东社会科学院赵细康副院长等校领导及专家受邀参加了此次

开题会。  

    首先，社科处黄晓燕副处长一一介绍了与会专家。董锁

成教授作为此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对项目的获批表示祝贺，

并指出本项目围绕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进行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接着，本项目首席专家、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所长张捷教授向各位专家、校领导汇报了项目研究

背景、研究目的、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框

架及子课题构成、研究进度及预期成果等。他指出，本课题

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设计一套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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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植被为研究对象），以其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充，尽可

能实现生态功能区生态服务的价值化和有偿使用，有效激励

生态功能区的政府及居民保护生态环境，遏制对生态资源的

过度“消费”，保证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目

前课题研究进度处于文献收集和前期调研阶段，通过面上调

研，深入了解了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情况，接下

来将初步完成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机理分析，收集数

据，形成问题意识，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工

作。 

    随后，各位专家就项目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等方面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杨中艺教授指出，目前生态产品的确权、

定价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涉及政治层面和多方博弈，

后续研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精准扶贫与市场化生态补

偿相结合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董玉祥教授指出，由于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种类众多，以流域和植被为主要研究对

象，两者的物质载体较容易量化（水、碳汇等），主体和客

体较为明确，涉及面广，但要注意二者的结合。赵细康副院

长认为，庇古税同样属于一种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征税庇

古税的同时对有利益关联的一方进行补偿，将促进生态环境

的改善。而匡耀求教授则指出生态移民也是一种生态补偿方

式，从恢复生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

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使他们集中

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

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后续研究中，也应将生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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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进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使生态补偿方式多元化。此

外，董锁成教授也为项目如何顺利实施出谋划策。他指出，

应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在重点区域的选择上以东江流域为主，

增强可操作性，弄清补偿主体和客体，财政补偿和市场补偿

相结合，在补偿路径上要多元化。 

最后，暨南大学宋献中副校长在总结中向大家分享了他

在生态补偿领域的见解和建议，并代表学校向各位专家学者

拔冗参加此次开题报告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资环所与仁荷大学全球治理研究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暨南大学资环所和仁荷大学全

球治理研究院在经济学院 323 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资环所

张捷所长、韩国仁荷大学全球治理研究院崔龙禄院长、伯明

翰大学的高级讲师张涛博士，以及经济学院相关师生参与了

此次会议。协议签署完毕，崔龙禄院长和张涛老师分别进行

了讲座报告。 

张捷所长参加广东省水权交易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上午，为了推进广东省水权交易试点

工作，由省水利厅组织在中山大学学人馆召开了广东省水权

交易试点工作研讨会。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所长张捷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省水利厅水资

源处罗益信处长主持，省水利厅黄芳副处长介绍了广东省水

权交易试点工作情况；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吴青合伙人、



 14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王斌副总经理、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

救援黄本胜副院长分别就我省水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支持体

系、水权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和流程、水权交易的基本框架

和原则等作了发言；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康跃副厅长、李彬

副处长介绍了内蒙水权交易试点工作的经验，水利部发展研

究中心王晓娟处长和广东省法制办李燕梅处长分别介绍了水

权交易的顶层设计和法制建设问题；在专家发言环节，中山

大学大学李贽萍教授、暨南大学张捷教授、武汉大学王树义

教授和中山大学陈晓宏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张捷教授在“水

权交易机制设计”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水权交易的机制设计

实质上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如何培育市场的

问题，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机制中，初始水权如何分配和调

整、市场供需如何创造和匹配以及定价机制等问题尚未得到

很好解决，并提出了初始分配应当打破既得利益、更多按照

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建议。 

资环所召开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论文选题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十点，为推进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资环所

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215召开了项目论文选题研讨会。会上，

张捷所长简要介绍了项目的奖励管理办法以及子课题负责人

和成员划分，并就近期可考虑的论文选题方向与课题组成员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相关选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1、科斯定理 VS 庇古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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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比较 

2、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的“中国模式”研究——

基于“两权”分离的角度 

3、生态服务使用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初始分

配制度研究 

4、生态服务的供需关系和定价机制研究 

5、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及其制度经济学分析 

6、水权交易与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7、水资源不平衡与虚拟水贸易影响研究 

8、工业节能减排与林业碳汇最优组合研究 

9、区域碳市场与碳普惠制研究 

10、乡村绿色金融在生态脱贫中的作用研究 

11、政府公共政策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综合效应研究 

12、主体功能区战略与跨区域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3、生态服务的产权束分解、产权动态配置与交易机制设计 

14、基于水资源比较优势的我国产业结构空间优化分析——

以胡焕庸线为地域分异基准 

15、水权交易与虚拟水贸易对水安全的影响比较 

16、地区总量指标交易与跨地区用户交易关系研究 

17、燃煤发电厂碳排放权与水权联合交易机制研究 

18、水权与排污权捆绑交易机制研究 

19、碳排放权与碳汇捆绑交易机制研究 

20、生态税、生态补贴与生态自补偿联合机制设计 

21、生态服务纵向补偿（配额）竞争性分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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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暨南大学资环所参与民进广东省委 

“做大做强河源水资源产业”课题调研 

    2016 年 4 月 11-12 日，民进广东省委参政议政工作处王

秋梅处长、综合处副主任科员曹冰洁，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莫扬老师、博

士后乔峰、研究生谌莹、石柳、章扬帆和徐淑华一行就民进

广东省委“做大做强河源水资源产业”课题对河源进行了走

访调研。 

    11 日下午三点，调研组人员在河源迈豪酒店参加了民进

广东省委“做大做强河源水资源产业”调研座谈会。参与座

谈会的河源市领导有：河源市统战部张丽萍部长、邱寿强副

部长、市科技局王惠萍副局长、市发改委钟作文副局长、市

环保局李伟中副局长、市经信局张敏副局长、市水务局赖寿

雄副局长、市林业局谢清宏副局长、市水资源办副调研员黄

东辉、市农业局总农艺师甘桂强。丰富的优质淡水是河源的

优势资源和财源资源。加大力度发展水资源产业，将河源市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是加快河源发展的必

由之路。座谈会上各部门详细介绍了河源市水资源概况、环

境保护、农业节水建设、相关林业建设情况以及水资源产业

发展思路，指出当前河源市开展水资源产业项目面临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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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在于省水利厅对河源市用水指标的分配不合理以及项目

前期资金缺口太大。现有的用水指标分配是采用的历史分水

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进行分配，深圳等发达城市较

多，而河源因经济落后所获得的水指标较少。随着河源经济

的快速发展，当前的用水指标已无法满足基本经济发展需求。

鉴于现有用水指标分配方法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建议同时

依据水质控制和水量重新分配用水指标，谁保护得好谁就分

配得多。由于水资源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可把水权交易政

策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突破口，同时财政补偿更多

的向河源倾斜。 

    12 日上午，在市统战部邱寿强副部长、市科技局王惠萍

副局长、市水务局赖寿雄副局长、市水资源办副调研员黄东

辉的陪同下，调研组参观了河源城南生活污水处理厂以及农

夫山泉万绿湖生产基地。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调研组参观

了城南污水处理的相关工艺流程，所到之处空气清新，丝毫

闻不到污水的异味。目前该处理厂日均处理量达 2.3 万吨，生

活污水经处理后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资源质量标

准》III 类标准，最终出水排入高埔小河，直接纳入东江饮用

水源水体，今后将回用作为工业生产用水和景观、绿化用水。 

    接着，调研组又前往农夫山泉万绿湖生产基地进行了走

访参观。该基地从新丰江水库取水，取水费大约 0.01~0.015

元每吨，主要生产瓶装水和饮料，年产值约八个亿，所交税

费合计约一亿元。由于河源市仅获得一定的税费收入且所有

工艺流程均实现了机械化，农夫山泉的入驻并未在较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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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带动河源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调研组建议河源入股农夫山

泉，将产自万绿湖的农夫山泉改名为“农夫万绿山泉”，更

大程度发挥万绿湖的品牌效应。 

    最后，张捷所长就“做大做强河源水资源产业”课题在

万绿湖边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他认为，河源要利用好水资源

多元化发展，要把生态补偿与水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

时，调研组将通过调研报告及提案的形式提出建议，助力河

源做强做大水资源产业。 

低碳院深度参与东莞绿色供应链建设 

4 月 21 日我院傅京燕教授和乔峰博士代表低碳院，出席

了东莞市绿色供应链能效管理项目培训会。这次会议由东莞

市环保局主办，环保部中国-东盟合作中心、美国环保协会

（EDF）、沃尔玛公司、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以及东莞本

地供应商等多家机构参加，共同探讨如何通过绿色供应链管

理，促进企业节能环保，为东莞绿色发展、产业转型提供新

的动力。  

会上，东莞市环保局解读了东莞市绿色供应链试点方案，

强调绿色供应链管理应与本地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利用市场

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东莞作为美国沃尔玛公司等国际采

购商的重要制造基地，实施绿色供应链试点将在保护本地环

境、减少能耗和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有助于提升东莞产业结

构和国际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次日，傅京燕教授还参与了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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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技术讨论会。会议就“东莞指数”的环境、能效和低碳指

标进行了评估，并初步确定了“东莞指数”的实施方案。 通

过此次会议，低碳院与东莞市环保局、美国环保协会、环保

部东盟中心等机构进一步达成共识，并深入参与东莞市绿色

供应链试点工作和相关课题研究。低碳院将重点在绿色供应

链与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和国企绿色采购等领域与各方合作，

为绿色供应链在东莞的探索贡献力量。 

暨南大学资环所与民进广东省委进行水权交易调研 

2016 年 5 月 24-25 日，民进广东省委参政议政工作处王

秋梅处长、综合处曹冰洁科长，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莫扬老师、陈林老师、

郑筱婷老师、研究生燕静雯、章扬帆和徐淑华一行于广东省

水利厅和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参与水权交易调研工作。 

24 日上午调研组人员在广东省水利厅开展了水权交易座

谈会，参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省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处

长罗益信、政策法规处处长陈仁著、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黄

芳、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黄本胜、高级工程师洪昌

红等。水权交易作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

用水总量和水质问题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将会有效补充政府

财政转移保护水资源的不足。2014 年广东省被列为全国七个

水权交易试点省区之一，并将东江流域的水权交易作为试点

内容的焦点，已在水权交易方面开展了初步探索。在座谈会

上，水利厅详细介绍了当前广东省实施水权交易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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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各地级市的水权指标分配、水权交易工作的进展和面临

的问题以及就调研组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水权交易

涉及到总量指标分配、合理增量、用途管理和转让价格等诸

多复杂的程序，从目前已有的潜在交易项目来看，广东省水

权交易已展开了一部分工作，但仍需继续加强基础工作建设，

进一步活跃水权交易市场。 

次日上午 9 点半，调研组人员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进一步开展水权交易座谈会，参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珠

江委水政水资源处处长蔡尚途、水资源保护局毕建培、技术

中心主任谢淑琴、规划计划处邹利民等。珠江水利委员会主

要负责整个流域内的水量和水质管理，涉及的范围较广，更

具有全局性。在此次座谈会中，珠江水利委员会针对调研组

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并介绍当前生态补偿机制和

水权交易的工作进展和立法情况。对于此次调研的重点水权

交易，珠江水利委员会具体说明了全国、各地区和流域内用

水总量指标的分配方法和依据，提出实施水权交易需要完成

的阶段性任务和难题，包括法律基础薄弱和各部门职责不清

等，并进一步就如何开展水权交易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建议。

目前水权交易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区对用水总量指标分

配、取水许可证使用以及水权交易规则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

争议，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空白点，因此还需要逐步进行探

索加以完善，推动水权交易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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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资环所与民进广东省委赴广东省环保厅 

进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调研 

    2016 年 6 月 16 日，民进广东省委参政议政工作处王秋梅

处长、综合处副主任科员曹冰洁，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莫扬老师、郑筱婷

老师、王丹舟老师以及研究生等一行赴广东省环保厅进行流

域横向生态补偿调研工作。 

    调研组人员在广东省环保厅开展了生态补偿座谈会，参

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省环境保护厅规财处、省环境保护厅

监测科技处、省环境保护厅应急办、省环境监测中心、省环

境保护厅水环境管理处等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实现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广东省作为生态补偿的试点地

区将会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广东省已与广西、福建

分别就九洲江、汀江-韩江达成生态补偿协议。广东省环保厅

就本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工作情况向课题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和沟通，包括省水系、生态补偿协议签订的进程和内容以及

在实施生态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调研组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生态补偿工作的细节性问题，并就未来广东省与

邻省生态补偿协议的签订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了解广东省生态补偿工作的基本情况，有助于今后全国

水流域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生态补偿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协议双方提供

可操作性的管理办法，协议双方也需要在资金划拨和考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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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方面仍然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制定公平合理科学的生

态补偿方案。 

资环所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举行“节能减排”专

项课题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21 日下午，资环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

何凌云教授、曹翔博士会见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

所能源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许建成、张益民、徐新鹏一行

四人，双方就“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和实现降耗目标的相关问

题研究——地方节能 20％的途径和措施”研究课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交换了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

划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到 2010 年我

国单位 GDP 能耗与“十五”末期相比要降低 20％左右的目标。

自从这一约束性指标公布后，社会反响巨大。明显地，目前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双重的驱动力：一方面是要继续保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要促进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减轻能源消费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环

境压力，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降低 GDP 能

耗是一项从未有过的约束性指标，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

自社会各界的置疑。主要观点集中在：（1）认为 20％的目标

缺乏科学依据，不具备实现目标的可操作性；（2）从发达国

家实现工业化走过的路来看，工业化过程就是能源消耗高增

长的过程，中国正处在后工业化阶段，提出大幅度降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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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的目标不切合实际。但是，课题组根据长期以来对我国

经济与能源发展关系的研究，根据中国特有的政府和市场在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特质，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

在“十一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0％左右的节能目标对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双方还就进

一步在节能减排领域、清洁能源领域进行深入合作达成了初

步意向。 

暨南大学资环所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研讨会 

    2016 年 7 月 7-8 日，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及博士研究生石柳一行受邀前

往广东省韶关始兴县参加了广东省林科院举办的基于林农合

作社的林业碳汇项目研讨会。 

林业碳汇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通过生态服务市场化补

偿机制撬动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杠杆。广东省在如何

充分发挥林业碳汇在低碳发展和碳汇交易中的作用进行了多

方面积极的探索。为充分发挥林农碳汇造林的积极性，广东

省林科院项目组围绕韶关市始兴县林农参与碳汇造林项目的

实际情况，以 10 个案例的形式进行汇报，并邀请与会专家从

行业政策及管理层面、技术层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

持续发展等层面进行指导，通过汇报和研讨，推进基于标准

化和市场机制的林业碳汇交易的试点和发展。 

会上，张捷所长从技术完善、组织保障和制度设计三个

层面对基于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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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隆项目为节约谈判成本，项目方先是与作为林农代表的村

委会进行前期谈判，在签署租用林地协议时，才让林地实际

产权人林农参与。而此次的基于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则充分

调动了林农碳汇造林的积极性，产权清晰，有长远预期，是

对长隆碳汇造林模式的一大突破。由于基于林的林业碳汇比

较分散，张捷所长建议成立纯民间的协会，同时政府给予相

应指导，充分利用银行的绿色金融。协会内的林农相互交流

经验、相互监督，形成良性竞争，充分调动林农碳汇造林的

积极性。 

此外，广东碳市场应该创新交易产品，对于省内林业碳

汇项目降低进入门槛，根据省情制定方法学，简化签发手续，

只要达到广东标准（即可由广东省备案签发减排量 ,简称

GCER），即可上线交易。 此外，傅京燕教授指出，应对基

于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核算其经济效益，

从而综合评估基于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

性。 

参与此次研讨会的还有广东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程伟文

处长、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成贝贝副秘书长、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李江涛教授、广州赛宝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韶关市林业

局、始兴县林业局，以及各林农代表。 

本次研讨会通过探索林农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和碳汇交易

的方法和途径，有利于加强我省的森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

我省绿色低碳发展进程，进一步提高林业碳汇基础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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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公众意识。 

暨南大学资环所团队赴桂黔地区进行生态补偿调研 

     2016 年 8 月 17-24 日，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

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暨南大学资

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何凌

云老师、吴建新老师、郑筱婷老师、谌莹博士以及曹翔博士

等一行赴广西和贵州环保部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

就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调研。 

8 月 18-19 日，课题组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开展了生态补偿座谈会，参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规财处、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监测科技处、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应急办、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水环境管理处等领导。双方主要就横向生态补偿中上下游水

量与水质情况、补偿协议的协商与实施过程、补偿标准的补

偿方式、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治理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战

略规划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8 月 19-20 日，课题组人员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政府

有关领导进行了生态补偿座谈，参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县

政府办、县环境保护局、县发改委、县扶贫办、县水利局等

领导。田阳县地处桂滇黔石漠化地区，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同时又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双方主要就

如何对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及其补偿

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和脱贫行动等问题进行了座谈。8 月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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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课题组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境内盘阳

河流域对当地生态补偿现状、居民生活环境与脱贫进行了实

地考察。盘阳河为珠江水系西江干流红水河段支流，河流总

集雨面积 2550 平方公里，年径流量 6.5 亿立方米，年平均流

量 63.9 立方米每秒，最大流量 1413 立方米每秒，最小流量

2.8 立方米每秒。 

8 月 22-24 日，课题组人员在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开展了生

态补偿座谈会，参与此次座谈会的领导有省环境保护厅水环

境管理处、省环境保护厅应急办等领导。双方主要就市场化

生态补偿体制改革、流域水环境治理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与特困区脱贫以及下一步的战略规划等问题进行了

座谈。 

通过此次调研，课题组不仅了解到省级环保部门生态补

偿和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现实问题和机制设计等宏观层面

的内容，而且也通过地方政府和流域实地考察等形式了解到

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流域居民等微观层面的现实

诉求。此次调研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点生态功

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现实资料，

有利于课题组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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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暨南大学资环所举办“东亚（中日韩）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22日下午，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在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中惠楼）323举办了“东亚（中日韩）资

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邀请，日本九州大学城市与可持续研究所所长

马奈木俊介(Managi Shunsuke)教授；韩国仁荷大学经管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环境经济学会副会长李明

宪 (Lee, Myunghun)教授对我所进行学术访问交流，中日韩

三方学者就当前环境经济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同时，资环所聘请两位教授为学术顾问，并由经济学院

刘德学副院长向其颁发了受聘荣誉证书。暨南大学资源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以及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相关老师作为中方学者代表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首先由马奈木俊介(Managi Shunsuke)教授进

行报告，马奈木俊介教授介绍了广义财富的概念（IWR）：除

了 GDP外还有什么？GDP忽略了环境。例如，一个国家耗尽自

然资源资产，但仍然可以保持 GDP 正向变化。如日本过度捕

鱼、巴西摧毁热带雨林，智利奇卡马塔铜矿等。IWR项目是在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背景下构建而成；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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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里约+20 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呼吁需要更新我们超

越 GDP 之外测算社会进步；是一个全面的结合可持续发展三

大支柱的框架和一个稳健的社会福利模式；是布雷顿森林体

系和联合国之间的一座导向 SDG’s 进程的桥梁。IWR 项目有

来自全球著名大学和机构的在环境经济领域颇有建树的 22位

作者和 18位评论员。广义的财富和福利由自然资本（化石燃

料、矿产、森林资源、农业可耕土地）；人力资本（教育和

健康）；社会资本；生产资本（机器设备、道路等）构成。

通过对 140个国家 1990-2010年时期内的评估指标发现，140

个国家中有 124 个都经历了 GDP 的正增长，86 个国家经历了

财富的正增长。以 1992年为基期，2010 年时人均生产资本和

人均 GDP 大约增加了 60%；人均人力资本增加不到 10%；人均

自然资本下降了 30%，只有 13 个国家自然资本出现增长；在

20年的时间内 GDP增加了 50%，广义均财富只增加了 6%。140

个国家的财富平均构成如下：自然资本 28%（可再生资源占

26%、非再生资源占 74%），人力资本 54%，生产资本 18%。高

收入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财富在人力资本，而自然资本较

低（卡塔尔和科威特由于大部分化石燃料属于例外）。似乎

没有国家既有有着高自然资本又有高人力资本——这似乎是

一个权衡。推动 GDP 增长并不是必须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政策

策略，依赖生产推动 GDP 增长的经济虽是可持续的，但是不

公平的，只有靠一个经济的生产基础推动 GDP 增长并由社会

公正的框架约束是可持续的、公平的。 

其次，李明宪 (Lee, Myunghun)教授做了“配置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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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国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影响：一个影子成本的

方法”的报告。2015 年，遵循巴黎协议第 21 次 COP （缔约

国大会）的 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韩国政府

承诺到 2030 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低于 37%BAU 水平。早

在 2015年，韩国政府就推出了一个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

分配免费排放许可证到 525家公司或工厂。由此，韩国在 2015 

- 2017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 16亿吨。东北亚的碳排

放津贴市场本身更有可能发展为衡量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效益

的方式。一个国家内部或各国间排放交易最大的成果取决于

对碳排放市场深度研究以推定企业的交易模式（如，买进或

卖出的权利）和预测许可证以及节约成本效果的市场价格。

然而，这种分析需要精确估计企业和行业真实的二氧化碳减

排费用。2013 年，韩国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七大二氧化碳排放

国家，排放了 6.3 亿吨的二氧化碳。大多数以前利用距离函

数的方法测量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的研究给出的定义是就二

氧化碳排放的理想的产出量而言，每减少增加一个单位二氧

化碳排放的机会成本。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投入的配置效率成

就被拒绝，每一对投入之间的配置效率也被拒绝了。特别是，

碳约束不会导致分配低效成本的假说是不成立的。估计出的

二氧化碳排放每年配额低效率成本弹性的时间路径在 1990 - 

2010 年期间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在中间年份，二氧化碳排放

1%的变动将增加 0.22%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成本。估计结果显

示每年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呈下降的趋势，而能源呈上涨趋

势。相对于最优投入组合，碳约束促进资本的利用并节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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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能源，表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成本完全归因于资本的增

加。 

最后，资环所何凌云教授作了关于中国交通污染问题的

报告。交通污染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挑战。机动车尾

气排放已经被认定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政府已

经采取了许多可能的行动来提高运输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的实际节能效果并

不像期望的那样，这被称为“反弹效应”。所以，让政策制

定者了解交通有害气体减排是否具有反弹效应是非常重要

的。基于 1986-2014 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何教授的研究试

图探讨在中国公路客运是否有空气污染的直接回弹效应。结

果表明，从 1986 年到 2014 年期间不存在直接回弹效应。如

果燃油效率提高 10%，那么有害排放短期内可以减少

14.105 %，长期内可以减少 12.46 %。这意味着旨在减少交通

部门有害气体排放的政策，不仅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好处，

也超过了中国政府的预判效果。研究结果还表明，提高汽车

的燃料效率来降运输部门的能耗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从

而可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报告完毕之后，在场的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针对三

位学者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提问和交流，几位教授都在各自

的研究方向领域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并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目前各自国家所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他

们的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工具方法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各方一致认为，中日韩三国在减排问题上有许多政策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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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互相借鉴，并且可以开展更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施方

面的合作，共同促进东亚资源环境长期向好发展，增进各国

的财富和福利水平。会议结束后各位老师及博士、硕士研究

生与日韩两位教授合影。 

资环所参加第五届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  

2016 年 11 月 24-25日，由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和国家发

改委西部开发司共同主办的第五届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在昆

明召开，我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长、郑筱婷老师、博士

生谌莹和石柳一行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本次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以生态补偿制度创新引领发展

方式转变为主题，大会内容包括：我国生态补偿和国际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的最新进展，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估与监测方法，

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跨界（省际）流

域生态补偿的成功经验，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有效

途径，以及将生态补偿融入长江流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

的有效途径。 

参会人员提交的论文“我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设计

初探”和“流域水污染治理与产业转移——基于长江流域的

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被会议接收。会上，我所张捷所长就

中央政府以“价格弥补人”角色参与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偿的做法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与有关专

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参与本次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加深了资环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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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对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相关问题的理

解，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所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国主

体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 

谭浩博士到我校讲学 

6 月 14 日上午，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举办了专

题讲座，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谭浩博士以“ 通过行业聚焦

的研究提升研究影响力”为题发表演讲。讲座由资环所所长

张捷主持，我校经济学院及管理学院相关老师参加了此次讲

座。 

谭浩博士在本次讲座中结合海外经验与参会老师探讨了

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并分享了投稿国际期刊的个人经验。在

如何有效表达个人观点方面，谭浩博士提出了“推”与“拉”

（"push" and "pull"）战略。“推”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岗

位上把个人有很深刻理解的思想用适当的方式推送出去。比

如通过媒体新闻等方式可使其主张传播的更广、更快。而“拉”

是指针对公众时讯关注的热点问题来引导我们的方向，使所

做研究更容易被关注与接纳，从而提升研究的影响力。另外，

谭浩博士还指出对研究影响力的评估不应是“内向”的，而

应是“外向”的。意思是并非看个体本身成果的量，而应看

其对外界公众、政府等的服务贡献，即社会影响力。 

讲座结束后，参会老师与谭浩博士在学术界的学术前沿

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对策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家一致认

为“研究”需要对“政策”有实际的帮助与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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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善军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7 月 11 日上午十点，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中惠楼）102 室举办了“资环所学术

讲座之二十二”。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邀请，目前为康奈尔大学查尔斯－达森应用经济和管理学院

终身职副教授，康奈尔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主任李善军教授

对我所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双方学者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

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暨南大学聘请李善军教

授为学术顾问，并由张捷所长向其颁发了受聘荣誉证书。暨

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张捷所长、傅京燕副所

长以及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相关老师作为中方学者代表出席

了此次学术讲座。 

此次学术讲座由李善军教授进行学术报告，李善军教授

的报告题目为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结构和社会福利—中国汽

车市场。李善军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些特点，

进而引出此次学术报告的主题，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使得中国的汽车市场在汽车品牌所在地与全国的销售量存在

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政府扶持例如补贴、优惠等措施提

出都集中在自主品牌，对合资企业也较少。地方保护主义对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消费者而

言，地方保护主义会扭曲消费者的选择，对于生产者而言，

地方保护主义会使得厂商从有效率的生产企业转移到无效率

的生产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相比于其他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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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言较低。同时，李善军教授也将地方情怀囊括到地方保

护主义中，并利用边境县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回归。最后，李

善军教授也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对国有企

业、合资企业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大，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则相

对较小，这一结论的提出也引发了在场学者的热烈讨论。报

告完毕之后，在场的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针对李善军教

授所研究的内容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提问和交流。 

张道卫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0 月 13 日下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第二十三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 323 室召开。本期

学术讲座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林业经济学家张道卫教授

与暨南大学广大师生探讨森林生态服务补偿相关问题。 

会上，资环所张捷所长聘请张道卫教授为研究所学术顾

问，并为其颁发聘书。 

接着，张教授从森林生态服务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

出发，指出应在保证森林生态服务稀缺性的前提下，通过产

权分解并对其按科斯定理确权后，对森林生态服务进行补偿。

补偿方式和标准可以多元化，如按生产成本补偿、按机会成

本补偿或混合式的政府财政补偿加市场交易等。他还以 New 

York 和 Vittel 两个水保护项目为例，指出对生态服务进行补

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并且补偿方式和标

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的标准。 

最后，张教授就森林碳汇交易、碳汇价格机制等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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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师生进行了互动，受益匪浅。 

李善军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下午，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举办了专题讲座之二十四，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

主任李善军教授以“大数据和城市交通：北京的拥堵费定价”

为题发表演讲。讲座由资环所副所长傅京燕主持，我所相关

老师与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李善军教授通过运用北京 5 环以内交通监测数据进行了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模，前瞻性地估算了北京市拥堵费用的

成本及收益，为城市征收拥堵费的可行性进行了量化研究的

探索。并介绍了康奈尔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近期学生交流项

目，鼓励参会学生积极申请。参会人员在地方城市拥堵治理，

交通拥堵和居民健康的关系，公共交通服务评价体系及中美

两国在新能源汽车推广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专题讲座，既为城市交通在治理拥堵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前瞻性的研究基础，也进一步加强了我所在该领域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苏保忠主任到我校讲学 

11 月 3 日下午，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邀请，《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期刊编辑部

主任苏保忠教授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为师生作了一场题为 

“SCI 期刊选题、投稿与沟通：以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为例”的精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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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保忠围绕本次讲座主题，层次分明，富有逻辑

地介绍了 SSCI 期刊态度的严谨性，视野的国际性，组约稿的

经常性以及运作的市场性等特点，并就 SSCI 期刊的投稿流程

为在场师生作了相关说明。紧接着阐述了保证投稿能顺利进

入评审的三个关键所在：一是知悉 AuthorCuidelines；二是按

照 AuthorCuidelines 修改格式；三是选择正确的提交路径。在

经过详细的讲解后，进入现场答疑，苏保忠对如何与编辑做

好有效沟通；投稿过程中相关细节，包括作者信息，稿件内

容，编辑与评审人选择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解答，通俗易懂，

使与会者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给在场师生以国际学术的视野和启迪，鼓励师

生在学术创作过程中要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多发表精品学

术论文，引起大家强烈的响应，取得了良好效果。  

邵帅副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第二十六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室召开。本期学术

讲座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上海财经大学邵帅副教授为经济学院

的广大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会上，邵帅副教授以“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

与中国经验”为题，就经济集聚对节能减排的作用机制展开

深入探讨。在相关现实和学术背景下，以 1995-2012年 30 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除西藏）为样本，选取动态空间面板杜宾

模型结合 Han-Phillips GMM模型对经济集聚、能源效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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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证实三大假说：

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倒 N 型”曲线关系、能源强度

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能源强度在经济集

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进而指

出：经济集聚可能同时具有节能和减排的双重效应；经济集

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途径，

能源强度充当了中介变量；碳排放和能源强度均具有较强的

时空依赖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集聚经济为主要表现

特征的区域发展战略与节能减排政策目标在一定条件下可实

现“璧合珠联”的理想效果；节能政策和减排政策应同步进

行，减排目标的实现应以节能目标为前提；要想有效实现节

能和减排目标，必须促进地区间的节能减排政策形成协同联

动机制，并保持节能减排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讲座结束后，邵帅副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的互动，

就在场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耐心讲解。 

王泓仁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2 月 1日上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第二十七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 323 室召开。台湾大

学王泓仁教授就随机前沿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际应用做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会上，资环所张捷所长聘请王泓仁教授为研

究所学术顾问，并为其颁发聘书。 

王泓仁教授基于当前政府大力提升生产率与效率的行为

背景，将传统的 SFA 模型与目前计量经济学中主流的因果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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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及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相结合，检验政府行为的真实效果，

即政府项目的实施是否会引起技术或者效率的改进。同时，

还对政策如何发生作用，政策的中介效用是发生在前沿面上

亦或是效率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泓仁教授以印度修

建水坝的案例实证检验水坝修建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真实影

响，讨论了该影响究竟是反映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变还是生

产效率的改变上，同时对于政策影响是否通过某种中介变量

传导展开讨论。在对于农业生产与修建水坝之间存在内生性

问题的处理上，他选取“河流坡度”指标作为是否要修建水

坝的工具变量；对于水坝如何通过中介效应影响农业生产的

问题处理上，他选择使用的是“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

指标作为中介变量；对于灌溉面积与修建水坝的内生性问题

的处理，他选择使用“区域河流总长度”作为工具变量。其

实证结果表明：印度修建水坝之后， “灌溉面积”作为中介

效应的结果是不显著的，而对于农业产量是负面性的降低生

产前沿面的影响，同时却又缩小了技术无效率，从而提升了

当地农业生产效率。 

在整个报告的过程中，王泓仁教授非常的投入并具有十

分饱满的热情，在场师生也认真听取了报告，最后王泓仁教

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学术答疑和充分交流，讲座在响亮的掌

声中落下帷幕。 

雷震副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2 月 7 日下午，雷震教授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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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邀请莅临本院，以其已完成的新研究

《De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tion Capacity: 

Evidence from Nuclear Power Uprates in the U.S.》为主

题，为师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讲座开始前为敦聘仪式，雷震教授被聘为资环所的讲座

教授。 

此次报告主要涉及实证分析美国电力市场消除管制与投

资的相关关系。雷教授分析美国电力市场管制的情况下使其

失去了持续持续提高效率的动力。政府对于电力公司的严格

监管使得电力利润有限，这种对电网垄断的管制设计未能起

到对电网投资的激励效应，从而造成电网建设的滞后，进一

步导致输电不足，系统老化，并带来相应的安全问题。而消

除管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让市场机制鼓励发电企业和供

电企业更有效的运作。说明这种消除垄断，鼓励充分竞争的

改革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报告结束后，广大师生就研究过程中的疑问与雷教授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雷教授作了认真的答疑。本次报告为资环

所师生提供了更开阔的研究视角。 

崔龙禄院长、张涛博士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韩国仁荷大学全球治理研究院

崔龙禄院长、伯明翰大学的高级讲师张涛博士分别进行了讲

座报告。 

会上，崔院长以“韩国碳交易市场价格合理性分析：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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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中国碳市场的启示”为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下，阐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演进过程，即从 2009年的哥

本哈根协议到 2016年的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温室气体排放权

的处理已经从协议逐渐过渡到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在这一

背景下，通过分析温室气体减排的机会成本，对比亚洲地区

绿色增长路径的差异，最后指出合作伙伴之间通过公平协商

参与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张涛老师以“Governance 

pressure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of sustainablesup

ply chain manage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K ma

nufacturing industry”为题，选取 146 家英国制造业为分

析对象，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治理

作用和绩效评估分析。并证实，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

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治理功能，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一定会提高经济绩效，只有可持续采购被发现对经济绩

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研究结果还为管理者寻求恰当

的可持续供应链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讲座结束后，两位老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的互动，

就在场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讲解。 

马春波副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下午，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第三十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 323 室召开。马春波

副 教 授 应 邀 莅 临 本 校 ， 以 《 The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China’s carbon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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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为题为在座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马春波博士现为西澳大学副教授、博导，在美国伦斯勒

理工学院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博后期

间，重点研究中国电力市场以及中国能源经济。近年来在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nergy Journal, Energy Economics 等能源经济学顶级杂志

发表论文数十篇。曾主持澳大利亚政府及企业资助的多项学

术研究项目，包括澳洲自然科学基金等。 

此次报告主要综合了多项研究成果、实证分析了当前中

国碳减排政策以及相关福利效应。马春波副教授整合已有文

献对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的分布规律，指出国内外学者对碳排

放权定价存在较大分歧，难以为政府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在此基础上，马老师选取距离函数方法的同时引入凹约束对

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估算，构建中国各个省份每一个变化单位

下的减排成本曲线，由此形成完整的边际减排的成本定价和

稳定的排序范围，并指出只限某几个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省

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最后综合分析了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成

本节约效果，为中国碳减排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

细致的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更大的福利效应。 

讲座结束后，马春波副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积极的互

动，就在场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答疑。本次报告

为资环所师生研究碳排放权问题提供了更开阔的研究视角。 

 



 42 

科研统计 

一、2016 年项目情况（申报及获批） 

（主要包括申报及获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国家级一般项目情况；横向项

目情况）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来源 
经费 

卡号 

经
费 

立项 

时间 

项目 

级别 

PPP、水价改革与监管

机制对供水企业绩效

和服务的影响 

郑筱婷 
国 家

自科 
21316165 17万 2016.08 国家级 

基于减排成本视角的

中国工业行业碳交易

的成本效益研究 

于艳妮 
国 家

自科 
21316076 18万 2016.08 国家级 

二、2016 年发表或出版成果（含已投稿） 

（主要包括发表国内外顶级学术论文 A2 类以上论文；基地文库学术专著；

省级以上采纳研究报告采纳；） 

成果名称 作者 类型 
刊名或 

出版社 

发表 

时间 
层次 

广东省生态文明与低碳发

展蓝皮书 

张捷 

傅京燕 
蓝皮书 

广东省人民出版

社 
2016.12 / 

中国环境经济发展研究报

告 2016：概览自然资源管

理 

宋马林 

张宁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6.04 / 

碳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和经济增长 

谌莹 

张捷 
论文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6.08.05 CSSCI 

对外贸易对碳生产率的影

响 

赵秀娟 

张捷 
论文 

国际商务——对

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6.01.15 CSSCI 

中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

地区间分配效率研究 

傅京燕 

黄芬 
论文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 
2016.02.17 CSSCI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

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 

曹翔 

傅京燕 
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 2016.09.18 CSSCI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测度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傅京燕

原宗琳

曾翩 

论文 产经评论 2016.11.15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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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与气

候治理制度创新 
傅京燕 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11.04  

Time Varying Biases and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谢子雄

等 
论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016.32 卷 A1 

Are There Periodically 

Collapsing Bubbles in the 

Stock Markets? New 

International Evidence 

谢子雄

等 
论文 

Economic 

Modelling 
2016.52 卷 A1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technology gaps in the 

world's factory, 1990–2012.  

张宁等 论文 Energy Policy  2016.91 卷 A1 

Carbon emissions 

dynamics, efficiency gai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张宁等 论文 Energy 2016.99 卷 
SCI& 

SSCI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ology gap 

and shadow price of 

coal-fuelled power plants in 

China: A parametric 

meta-frontier analysis. 

张宁等 论文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16.43 卷 A1 

A coin has two sides: which 

one is driving China's green 

TFP growth? 

张宁等 论文 Economic systems 2016.40 卷 A1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Livestock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 Choice 

Experiment Method 

张宁等 论文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131 卷 A1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张宁等 论文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6.112 卷 A1 

Toward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China: A 

Review of the Special Issue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张宁 

王兵 
论文 Sustainability 2016.08 期 A1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pollutants for China: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张宁 

于艳妮 
论文 

ENERGY 

SOURCES  
2016.11 卷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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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n Asia: 

Challenges for green 

growth. 

张宁等 论文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6.112 卷 A1 

南北碳排放配额政策博弈

分析与策略选择 

杨仕辉

等 
论文 管理科学学报 2016.01.15 A2 

Convergen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ese cities: A 

continuous dynamic 

distribution approach 

吴建新

等 
论文 Energy Policy 2016.91 卷 A1 

The greenness of Chinese 

citie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吴建新

等 
论文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6.21 卷 A1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

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吴建新

等 
论文 统计研究 2016.01.15 A2 

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基

于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

生产率的分析 

吴建新

等 
论文 产经评论 2016.11.15 CSSCI 

Evoluti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ese cities: trends and 

transitional dynamics  

吴建新

等 
论文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6.21 卷 SSCI 

Transport pollution in 

China – Evidence from 

Beijing 

何凌云

等 
论文 

Energy & 

Environment  
2016.27 卷 A1 

Transport demand, harmful 

emission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co- benefits in China  

何凌云

等 
论文 Energy Policy  2016.97 卷 A1 

Taxing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s: A policy 

evaluation from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in China 

何凌云

等 
论文 

Energy and 

Environment 
2016.11 A1 

Erratum to: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Under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China:A Metafrontier 

Efficiency Analysis 

于艳妮

等 
论文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16.53 卷 A1 



 45 

Stakeholder pressure and 

CSR adop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or 

Chinese companies 

于艳妮

等 
论文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6.47 卷 A1 

Commercially Available 

Materials Selection in 

Sustainable Design: An 

Integrated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 

于艳妮

等 
论文 Sustainability 2016.8 卷 A1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errous metal industry 

于艳妮

等 
论文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05 A1 

Environmental catching-up, 

eco-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in 

China's pilo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ones 

于艳妮

等 
论文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6.112 卷 A1 

广东省―十三五‖节能目标

地区分配方案 

张捷 

何凌云

谢子雄

曹翔 

研究 

报告 

广东省十三五节

能规划 
/ 省级 

关于进一步完善广东省流

域内水权初始分配办法的

提案 

张捷 

莫扬 

研究 

报告 
民进广东省委提案 / 省级 

大力实施政府绿色采购，

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 

傅京燕 

乔峰 

研究 

报告 
民进广东省委提案 / 省级 

三、2016 年获奖情况（主要包括教育部、广东省优秀成果奖情况）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作者 
评奖 

单位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关于进一步完善广东省流域内

水权初始分配办法的提案 

民进广东省委

广东省政协优

秀提案 

张捷 

莫扬 

民进广东

省委 
二等奖 2017 

供给侧要素投入的―增长红利‖

与―增长尾效‖研究 

广东经济学会

优秀论文奖 

曹翔 

傅京燕 

广东经济

学会 

优秀论

文 奖 
2016 

供给侧要素投入的―增长红利‖

与―增长尾效‖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学术年会优秀

论文三等奖 

曹翔 

傅京燕 

广东社会

科学学术

年会 

三等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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