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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导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基于“制度拼凑”与“资源拼凑”的视角 

张捷 1，2，王海燕 2 

（1.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广州 510632， 

2.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广州 511300） 

摘要：为了探索中国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多元途径，本文重点研究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

（CBNRM）与生态服务付费（PES）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代表不同的制度逻辑：前者立足于

集体产权下的社会规范，后者建基于产权明晰下的市场机制。为了弥合这种矛盾，在社区主

导型 PES 机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制度拼凑”不可或缺。制度拼凑是指在单一制度解构基础

上的多种机制相互嵌入，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和制度偏好的调和。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的社

区主导型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出制度拼凑可以分为权力折衷、利益共享和示范驱

动三种类型，其实现路径一是通过主体间的谈判协商寻找制度和利益的均衡，二是建立强有

力的领导者个人关系，三是通过资源拼凑获取可显示的实际成果，最终使外来 PES 项目获得

本地合法性。本文强调了制度拼凑和资源拼凑在形成社区主导型 PES 机制中的适用性和条件

性，对于我国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社区自然资源  生态服务购买  社会规范  制度拼凑  资源拼凑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推进，生态补偿在中国环境

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6 年 5 月，国务院在《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

见》中，提出研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的新

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2018 年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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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

提出了推进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该文件指出我国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存在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生态服务供给不

足等矛盾和问题，亟需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在国外，社区是实行市场化生态补偿的重要乃至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但在我国，

社区作用乏善可陈。那么，社区在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除

了处理好社区与政府的关系外（这方面已有大量论述），社区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是兼容的还

是排斥的？对于后一个问题，国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围绕构建社区主导型市场化生态

补偿机制过程中如何缓解社区规范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问题，通过创建理论框架，考察中外典

型案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 

一、基本概念与文献述评  

1.生态服务购买（PES）及其社会背景 

国外解决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市场化工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包括排

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等有形的集中交易市场。另一类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PES 主要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通过特定

生态服务的用户或代表与生态服务的提供者（保护者）之间的谈判，达成对后者保护活动给

予补偿的协议。由于交易市场对法律、规则等要求很高，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 PES

对于法律、产权、规则和监测体系等要求相对较低、更加灵活多样，适合于解决地方性的生

态环境外部性问题
[1]
，近年来不仅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在中国也正初露端倪。 

PES 的概念最初建立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被定义为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环境保护的基

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
[2,3]

效率是指在成本约束下产出最大的社会价值。PES 要实现的目

标是环境质量、自然资本保护和成本效益，其理念是“生态系统服务可以被纳入市场，并与

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开展交易”。
[1]
然而，近来的研究发现，科斯式的 PES 方式很难在实践中

推广。
[4]
除了交易成本难以降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斯式交易只考虑效率而忽略公平。

[5,6]
 

Kosoy
[7]
对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价值观往往超越货币支付的诱惑，使得许多不同

类型的主体拒绝参与 PES，其中社区生态服务提供者拒绝参与的比例最高。但也有研究者认

为，公平与效率的结合是可能的。
[5]
 Adhikari 等

[8]
指出在设计 PES 时应当认真考虑当地利

益相关者的背景、诉求和观点，特别是将 PES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必须考虑财富分配、集

体产权、弱的法律和执法机制等问题。Wunder
[9]
强调，PES 的适用性在于“坚持公平的重要

性和多样性的制度背景”。从发展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 PES应当包括减贫、原住民赋权、



 

 

社区自治等社会目标，谨慎处理好生态服务供应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
[10]

  

2.农村社区与生态服务购买（PES） 

绝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产自与自然系统共生的农村社区，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就

逐渐形成了以农村社区为主导的自然资源管理机制（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BNRM)。当然，CBNRM 是建立在社会习俗而非成文法基础上的。PES 的出现则

是工业社会为了遏制生态环境恶化，通过在城乡之间分摊生态系统保护成本，让城市居民向

农村居民购买合格生态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外部性使生态服务不同于农产品，它的供给

离不开农村社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离不开农村居民的集体行动。 

Nelson 等
[11]

研究了拉美地区 40 个 PES 案例的特征和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从空间尺

度来看，60%的 PES 发生在当地社区，发生在范围更大的区域层面的比例为 30%，仅有 10%

的案例发生在国家层面；而国家层面 PES 的成功率为零，区域层面为 58%，社区层面的成

功率则高达 67%。这表明：PES 在生态关联和社会关系密切且交易成本较低的社区层面开展，

具有更高的成功概率。这是因为与僵化的官僚体制相比，社区具有关于生态系统的信息优势，

可能采取更加灵活多样、因地制宜的行动来满足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
 [12，13]

  

3.生态服务购买（PES）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CBNRM） 

虽然在社区层面实施 PES 具有更大成功概率，但是一般来说，农村社区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专业知识和资源上均十分有限，缺乏独立设计和实施 PES 项目的能力。因此，大量社

区和区域层面的 PES项目需要委托具有更大规模、多种融资来源和专业知识的 NGO或 NPO（如

环保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来设计和实施，这类连接自上而下的政府和农村社区的第三方中介

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组织”（bridging organizations）作用，是生态补偿市场化和多元化

的一个重要结构元素。
[12，13]

  

不过，具有专业知识和融资来源的外部 NGO 进入社区实施 PES 项目，将面临一个重大挑

战——如何获得地方合法性（local legitimacy），即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乃至积极参与项目

的问题。
[14]

在发展中国家，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大多数居住于贫困地区，在生计上“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如果外来的 PES项目限制社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使当地居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则可能引起当地居民的抵制。PES 项目要在社区落地生

根，需要设计出既能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又能改善农户生计，适应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15，16]

而 PES 要设计出因地制宜的可行方案，诱导农户参与环境保护，

就必须处理好与 CBNRM之间的关系，使遵从社区规范的资源管理内化为社区主导的生态服务



 

 

付费（community-based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CBPES）。可以说，CBPES 与 CBNRM

这两种机制能否实现耦合协调，是 PES 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基本假设与基本条件 

１.基本假设与经验事实 

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是社区主导型生态服务付费成败关键的论断，基于以下假设。 

（1）单纯依靠社区自然资源管理（CBNRM）不可能满足 PES 的需求 

社区主要基于集体产权和管理规范来解决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公地悲剧”），

但现实中社区的公共资源产权情况十分复杂，其产权束往往是被分割且边界模糊的。例如，

所有权属于社区，使用权分解到个人，收益权既可以属于个人，又可以属于社区，也可以由

社区与个人分享，情况千差万别。在产权残缺的情况下，要社区完全依靠内部规范来保质保

量地满足生态服务购买的需求是不切实际的，要满足外部对生态服务的需求，必须由外部利

益相关者来设计、组织和实施 PES 项目。 

（2）PES 与 CBNRM 之间存在着制度逻辑差异，不可能自发融合 

在产权安排上，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惯习，在许多国家，社区的土地、森林、河流等自

然资源属于共同财产（common property），伊利诺·奥斯特罗姆等
[17]

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

（common pool resources，CPR）。而 PES 是建立在科斯定理的产权明晰基础上的，科斯式

产权无疑是指排他的私人产权。
②
在实施方式上，CBNRM 主要通过合作、信任、自我监督

（self-monitoring）和社会制裁等社区共同规范（shared norms）来进行管理，形成对生态环

境外部性的自愿治理（voluntary governance）。
[18-20] 

而 PES 主要是一种经济激励机制，通过

市场交易来实现，金钱和物质支付必不可少。 

因此，虽然 CBNRM和 PES所涉及的对象都是社区的自然资源及其服务，但由于建基于不

同的制度逻辑上，两者之间几乎不可能自发实现融合。   

  （3）制度逻辑差异带来的制度摩擦将使 PES 项目在社区落地遭遇困难 

当基于社会规范的 CBNRM 与基于市场机制的 PES相遇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当从社区外部引入 PES 项目时，货币支付对 CBNRM的影响不确定，在社会规范深

厚的社区，PES 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社区环境治理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PES

的经济激励反而会在环境保护动机上产生“挤出”（crowd out）效应，减少人们的利他主义

动机。Fisher 等
[21]

，Neuteleers 等
[22]

实证研究了市场机制对环保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

仅仅使用价格激励可能挤出人们对环保的积极态度，对于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可能产生潜在

 
② 法律上的私人产权制度通常仅与个人有关，而与用户群体无关。 



 

 

的负面影响。但也有文献认为，经济激励也可能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挤入效应。
[23]

价格机制可

以通过市场评价来增强人们的自尊，提供一个规范的信号来表明环保行为是有价值的。虽然

有人用博弈实验证明了后一种观点，
[24-26]

但 PES 对社区环境治理究竟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

效应难以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次，当社区引入 PES项目、且项目涉及的自然资源属于集体财产时，PES 的购买方是

付款给保护者个人，还是付款给资源所属的社区，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Kaczan等
 [27]

的研

究发现，PES向社区集体付款的合约非常适合于社区公共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背景，由于合约

谈判不需要个人层面纷繁的信息，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有利于增强合约对 ES 额

外性的要求（以 ES 的整体额外性作为付款条件）。但是，PES 的“集体承包制”很容易产

生“搭便车”问题，严重影响社区的合作规范和合约执行效率。Hayes 等
[28]

探讨了公共土地

产权背景下厄瓜多尔的 PES 计划如何与集体资源管理互动的案例，发现两者的共同特征使得

参与 PES 项目的社区更有可能改变其土地使用规则，使社区规则更能适应 PES 的要求，但社

区规则变更与付款水平之间没有关联。该文献认为社区特征可能会影响 PES 在公共环境中的

有效性和公平性。文献指出，PES 与社区管理规则之间的矛盾可以找到化解办法，即：在讨

论 PES 计划时充分吸收社区成员的意见，同时在社区内部建立有效的集体协商机制。 

  （４）在特定条件下制度摩擦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得以缓解 

根据国外经验，PES 和 CBNRM 两种制度的摩擦并非必然导致 PES 项目的失败，在一定条

件下，两者的矛盾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在博弈过程中相互妥协并建构一种混合制度来得到

缓解。作者称之为适应性制度创新（adapti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这种制度创新不同于

单一主体推进的创新，它属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行为主体之间为了建立自适应的共同管理

（adaptive co-management）制度，而对制度规则进行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交互式创新。适

应性制度创新的目的是构建一种可以调和各种价值冲突、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秩序规范和

管理体制，促使利益相关方由对立、被动和解转向相互支持，最终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29]
 适应性制度创新的主要形式是制度拼凑，其特点是不同制度在部分解构基础上的重新融

合，此外适应性制度创新还包括各种多主体发起的制度转型，例如由单一经营转为合伙人制

度、由商业性企业转为合作制企业、由营利企业转为社会企业等。 

２.适应性制度创新的基本条件 

  经验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制度摩擦都可以无条件得到化解，在哪些条件下 CBNRM 和

PES 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适应性制度创新得到缓解呢？ 

Agrawal
[30]

总结了社区公共自然资源得以有效管理的六个主要特征：（1）资源规模小，



 

 

利益相关者具有关于资源边界的良好知识；（2）小型的利益相关者集团，集团内具有共同

规范和资源使用的相互依赖性；（3）资源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越接近资源，越有利于管

理获得成功；（4）制度规则必须是明确的，必须适当考虑当地社区的共同利益；（5）各种

资源系统功能之间的重叠度越高，治理结构的效率越高；（6）了解和预测潜在的外部因素

（例如技术，人口）变化，有助于建立更具弹性的管理规则。 

这六个特征涉及到适应性制度创新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社区拥有的自然资源具有清

晰的产权边界，产权得到较好的保障；第二，资源的空间尺度和利益相关者都是小规模的，

资源与使用者之间、使用者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利益相关性，提高管理效率将产生共同利益；

第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对收敛，弹性的管理规则能够较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上三

个条件中，产权清晰并得到保障是基础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 PES 将无

法进入社区；对资源及其使用者的规模限制是成本条件，自然资源的空间尺度越大，使用者

和受益者的界定越难，交易成本越高，PES 将无法实施；生态服务的功能收敛属于技术条件，

单一功能容易监测和计量，有助于克服生态服务估值困难问题。 

但也要看到，以上基本条件既是社区制度创新的前提，同时又是 CBNRM 和 PES 两种制度

发生冲突的焦点。PES 的产权明晰往往要求社区对自然资源的集体产权转化为私人产权，这

不仅会遭到社区抵制，而且可能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越是封闭在小

范围内越是有效的前提，与 PES 需要多渠道聚合资源，引入并整合投资、捐款、人才和知识

贡献等外来资源的开放原则格格不入。Aldashev 等
[31]

研究了由非政府组织（NGO）实施 PES

所遇到的是选择争取更多社区居民参与、还是更多获得外部资金赞助的悖论。为了调动社区

参与 PES 的积极性，NGO在设计 PES 时需要从项目中拨出资源保障社区居民的生计或者通过

技术推广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但是 NGO 的资金赞助者的核心目标是改善生态环境，对 NGO

将资源转用于社区生计并不感兴趣，它们希望把资源用在核心目标上，不断拓展 PES 项目。

如此一来，NGO 将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综上，PES 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可能面对着同一对象——社区所属的自然资源，两者的

目标也大同小异，但两者的机制（制度逻辑和方法手段）却可能大相径庭。PES 倚重于价格

机制和经济激励，社区治理则侧重于社会资本和道德规范。两者之间如何消弭分歧、求同存

异、互补互融，是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三、社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 

1.生态补偿的分类框架和多元化模式 

为了深入考察生态补偿与社区资源管理的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双维度的生态补偿

分类框架。一个维度是生态服务所涉及的空间尺度。参见图 1 中的纵轴，上端是大范围、跨

区域乃至跨国家的生态服务（如二氧化碳减排）；下端是小范围、局限在特定地域和社区的

生态服务（如小水源地保护）。另一个维度是横轴所表示的生态服务所涉及的外部性特征。

左端的私人外部性是指受生态服务外部性影响的对象集中且易于识别，利益相关方的产权边

界明晰；右端的公共外部性则相反，受生态外部性影响的对象分散且模糊，且生态服务的产

权难以界定或者属于可以自由获取的公共资源。需要说明，这两个维度反映的都是程度变化

的连续谱系，图中不同象限的分界只是出于研究方便。 

 根据以上框架，可以划分出四种与主要特征相匹配的生态补偿模式（见图 1）。对于

大范围且具有很强公共外部性的生态服务，适宜于由国家作为全体用户的代表，采用庇古式

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于较大范围但外部性对象明确的生态服务——如流域上游地区对下

游地区的水生态服务，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间的谈判达成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③
，或者开展水权、

排污权交易。另一方面，如果 ES 的影响局限在小范围内，受影响对象明确且产权清晰，最

优选择是采取科斯式产权交易（PES）。而在小规模社区，ES 往往具有公共资源性质，社区

规范使私人产权难以界定，在此情况下应当采取 NGO 加社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CBPES）。  

 

图 1  根据空间尺度和生态服务外部性特征的多元化生态补偿 

以上根据生态服务外部性的自然特征（影响空间尺度）和社会特征（受影响对象及产权

特征）所划分的四种生态补偿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制度框架。同时，这四种

 
③ 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在中国已经有较多案例，但在国外却十分鲜见。本文将其称为在政府

内部市场（governmental internal market）上的政府间生态服务购买（inter-governmental PES，IBPES）。 



 

 

生态补偿模式之间，有些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筹资渠道和补偿主体。如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的

资金均来自于政府财政，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生态补偿；其他两种生态补偿的资金则主要来自

于民间，属于民间主导型的生态补偿。这些具有相同或相似元素的生态补偿模式之间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互为补充、相互嵌入（参见图 1 中曲线箭头），理论上由此可以形成无限多样的

混合型生态补偿模式
④
。不过，这些基本补偿模式之间在主要机制上存在各自的特征和区别：

纵向补偿属于垂直的命令-控制型机制；横向补偿引入了地区政府间开展谈判的半市场化机

制；科斯模式是典型的市场机制；社区主导型生态补偿则在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嵌入了市场机

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相近的模式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可嵌入性，但不同机制的制度逻辑

差异也可能使 PES 的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制度效率下降，基

本目标难以实现。 

在政府主导型的混合补偿（如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中，利益和体制冲突可以通过行政干

预加以解决。相比之下，民间主体之间的制度摩擦无法运用命令-控制手段，需要通过谈判、

沟通、互动、分享，推动单一制度的解构和多元制度的重构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人类学上

被称为“制度拼凑”（institutional bricolage）。对于大多数非正式制度根深蒂固的社区来说，

要应对市场化的 PES 所带来的外部冲击，“制度拼凑”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同时，对于许多

想进入社区实施 PES 项目的外部 NGO 来说，完成制度拼凑既是获得本地合法性的必经门槛，

同时也是汲取社区资源，实现外部与本地“资源拼凑”的基本条件。 

2.社区主导型生态补偿与“制度拼凑” 

“拼凑”（bricolage）的概念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32]

于上

世纪 60 年代最早提出。他认为强调规划和形式主义的科学思维模式属于抽象认识论，而“拼

凑”思维则强调对现有思维元素的重新解构和整合，从而创造出新的认识规则和手段。上世

纪 80 年代，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雅克·德里达
[33]
（Jacques Derrida）将拼凑理论引入哲学

领域，他发现既有的单元化的社会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破裂，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补，这

种连续性的修补不是偶然的或意外发生的，而是本质的和系统的，他认为这种修补性的解构

主义就是拼凑。其后，拼凑理论被陆续引入管理学、经济学尤其是企业创新研究领域，形成

了制度拼凑、资源拼凑、组织拼凑、创业拼凑等多元化的研究视角。近年来拼凑理论也被用

于分析 PES嵌入社区资源管理时双方的复杂变化过程。PES项目的实施和成长与企业的创业

创新过程非常相似。项目刚启动时，规模小，缺少必要的资源，现存的社区规范随时可能挑

 
④例如，中国的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毫无例外都有中央政府加以推动和指导，除了上下游地方政府

间的补偿以外，还有国家财政资金作为配套补偿。  



 

 

战项目的合法性，使项目面临夭折风险。为了应对挑战，PES 项目必须获取必要的本地资源。

但由于在传统社区中，如果没有地方合法性，外来项目很难利用自身的信誉和社会资本来获

得本地资源。因此 PES必须借力打力，进行制度拼凑和资源拼凑，通过对手头的外部资源与

社区现存的资源进行解构和重新整合，实现项目的落地和扎根。 

可见，制度拼凑可以帮助 PES 项目取得合法性，缓解资源约束，利用社区资源实现一加

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样，正如 Cleaver
[34]

所指出，引进 PES方案会冲击社区规范，社区行为

主体也会有意无意地利用现存的社会规范来改造 PES 的制度安排以应对新挑战，由此产生的

制度将是“现代”和“传统”、“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混合体。Hiroe 等
[35]

认为，PES

的引入作为一种新的制度会引起社区权力关系的变化，围绕社区规范产生合法性斗争，每个

行为主体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关于 PES 的制度偏好，力求在重组 PES 方案中体现自身的权

力诉求，这会导致一个复杂的制度解构过程，并最终通过制度拼凑实现社区权力关系的再生

产和补偿机制的本地化。Ojha 等
[36]

通过对 5 个国家的 CBPES 案例研究，提出社区参与已经

成为 PES 的关键战略，但社区参与在生计、权力下放和可持续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限，这

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过度关注社区参与，而忽视了社区本身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系统的作用。

Ojha 等
[36]

使用布迪厄的社会场（social field）理论，提出了一个“社区去本地化”（delocalization 

of communities）的理论框架，认为本地社区只有与外界进行广泛互动，实现内外部资源的

交换和整合，才能在迅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使 CB-PES 获得成功。 

 
    图 2  “制度拼凑”与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 



 

 

图 2 反映了具有不同行为主体和制度背景的生态补偿机制之间通过制度拼凑形成新的

混合机制的过程，特别是传统社区资源管理与科斯式 PES 之间通过 NGO 的介入最终形成社区

主导型生态补偿机制（CBPES）的机理。作为适应性制度创新的一种形式，制度拼凑是一个

主体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双方的作用绝非平等，其中一方（在 CBPES 中是 NGO）拥

有新制度潜在利益（制度租金）的知识，并愿意与对方分享该利益，是掌握着制度拼凑主动

权的倡议者；另一方（如社区组织和农户）则属于制度拼凑的响应者。制度租金的存在是推

动制度拼凑的核心动力，不同主体之间将围绕制度租金的分配展开博弈。博弈中倡议方往往

首先向响应方承诺乃至显示新制度的利益，以换取响应方在产权制度、生产方式及资源交换

上做出响应与改变；响应方在获利前景的引诱下，一方面会计算经济上的利弊，同时也会考

虑改变原有生产方式对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长远影响，不愿为经济利益付出社会生活失序

的严重代价。如果响应方提出保留产权结构（社区规则）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无碍 PES

目标的实现，倡议方可能做出让步或者提出替代方案。通过讨价还价，在无损根本目标的情

况下，双方最终可能达成权力平衡的折衷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或者同意就利

益共享前景展开合作管理。以下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对 CBPES 与 PES 的制度拼凑展开分析。 

 

四、案例分析 

1.案例 I：权力折衷——日本丰冈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拼凑
⑤
 

东方白鹳（oriental white stork）是亚洲的珍稀候鸟，每年从西柏利亚南下日本列岛过冬。

东方白鹳过去在日本并不罕见，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东方白鹳的栖息环境日益恶

化，数量骤减，到明治中期仅有濒临日本海的兵库县丰冈市还能见到此鸟，到 1971 年，丰

冈对仅存的一只东方白鹳实施人工保护，宣告了该鸟在日本绝迹。上世纪 90 年代，又有少

量东方白鹳来到丰冈，栖息在津居山湾畔的田结町 H 村。东方白鹳的生活习性十分独特，它

以稻田中的鱼虾、螃蟹、田螺、蝌蚪青蛙等水生生物为主要食物，属于大食量的食肉鸟类。

为了吸引和保护东方白鹳，丰冈市政府农林水产课拨出专款，委托当地的 NGO 东方白鹳保护

组织 WACOW一起制定了东方白鹳保护补偿方案。方案的核心目标是推行有利于白鹳生长的水

稻种植方式：（1）采用有机肥料，少施乃至不施化肥和农药；（2）实行新的水管理，改变

过去插秧前灌水的方法，从冬季或初春就提前在田中蓄水，并根据季节调整水位，为水生生

 
⑤ 案例资料来源：（1）2015 年 3 月 8-11 日，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与兵库县立大学

环境经济研究所在日本丰冈共同举办的环境经济研讨会上从丰冈市农林水产课等日方机构获得的文字和讨

论资料，以及对东方白鹳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时获得的文字及访谈资料。（2）参见文献[35] 



 

 

物的繁殖生长创造条件；（3）在水田中开挖沟渠，作为鱼类产卵和游动的通道；（4）在田

里施放米糠和堆肥，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等。经过试验和专业机构的论证，新的稻作方式成

效显著，稻田里的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为东方白鹳营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东方

白鹳的数量也因此逐年增加，这些都证明该方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而，新的稻作方式增

加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须给予农户相应补偿。PES 项目组设计了三种补偿方式：

一是现金补偿；二是协助社区开展生态旅游；三是创立生态标签，把按照新种植方式生产的

大米和蔬菜冠名为“东方白鹳之舞”商标，经过专业机构认证，产品以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

格销售，由当地政府协助建立销售渠道。 

在 NGO 与社区的谈判中，补偿金额的确定进展顺利，但问题却出在补偿对象和补偿方式

上。NGO 和当地政府原计划把补偿资金按照稻田面积量化分配到参加项目的农户，但却遭到

了 H 村领导机构村役场（以下简称社区领导）的反对。社区领导提出应当把补偿金全部拨付

到社区，再由社区平均发放给农户。其理由是：项目所依赖的主要资源——水源和灌溉系统，

均属于社区公共财产，其收益理应在社区内按户平均分配而非量化分配给个人。战后农地改

革后，日本农村的土地虽然实现了私有化，但水源和灌溉系统等设施仍然保持了自古以来村

社所有的传统。由村社集体管理灌溉系统的稻作文化实际上是日本独特的共同体文化的社会

根源，已经连绵上千年而不辍。从现状来看，H 村灌溉兼消防系统的维护是在规定的日子由

每户出一名壮劳力共同作业（俗称“火役”），如果点名时发现哪家没有出役，翌日就会有

村干部登门“拜访”。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许多青壮年离乡进城，参加“火役”的大多为

妇女与老人，加上由于大米生产过剩，H 村的许多水田已经处于抛荒或半抛荒的状态，“火

役”对社区的重要性趋于式微，社区的公共规范面临坍塌的危机。 

值此背景下，东方白鹳保护计划的出台，对于社区领导来说不啻为重振社区规范的一个

天赐良机。社区不仅可以获得每年约合 8750 英镑的外来资源，而且可以借此重振“火役”，

巩固社区规范，并获得热衷于环保的年轻人的认同。但前提条件是社区必须主导 PES 计划，

市场机制必须服从社区规范，因此补偿金必须由社区来分配，分配原则是有利于集体行动的

平均主义而不是市场化的个人激励。如果没有社区的合作，保护白鹳计划根本无从实施，为

了争取社区参与，当地政府和 NGO 不得不修改计划，同意按社区领导的方案来分配补偿资金。

但此时，村里参加项目的主力——妇女和部分年轻人，却站出来反对社区领导的分配方案。

他们认为老规矩已经过时，PES 应当实行个人按劳分配。于是，社区规范与市场机制的制度

博弈就从社区与 NGO 之间转到了社区内部。为了调和矛盾，NGO 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不改变

社区分配计划，另外借东方白鹳之名开展生态旅游，以调动妇女和年轻人的积极性。但这一



 

 

方案也遭到社区领导的否定，因为开展生态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的两家旅店，而不巧的

是，这两家旅店的老板正好都是社区领导。为了避免假公肥私之嫌和坚持社区规范，他们宁

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坚守非市场逻辑。为了打破僵局，NGO综合各方意见，又提出了一个把

“火役”改为“白鹳劳动节”，把生态旅游改为创建生态标签计划的修正方案，该修正方案

满足了各方面的制度偏好。“白鹳之舞”的商标是一个区域共享品牌，既符合社区的集体主

义规范，又能产生经济激励。“白鹳劳动节”比“火役”更能吸引年轻人参与，既可以使项

目获得人力资源，又没有放弃社区集体作业的公共传统，故此方案获得各方赞成。至此，通

过反复折冲樽俎、寻找平衡，一个权力折衷型的制度拼凑过程总算基本完成。其后 PES 项目

在 H 村推进顺利，生态效益和经济成效日益显现。 

2.案例Ⅱ：绿水青山带来利益共享——浙江青山村龙坞水库保护项目的成功秘诀
⑥
 

青山村位于中国浙江杭州西北郊的黄湖镇，三面环山、竹木葱郁。坐落在村北的龙坞水

库是青山村等社区近 4000 人的饮用水水源，从前水质优良，达到 I 类标准。青山村共有毛

竹林地 8600 多亩，林地确权承包以后，村民们为增产增收和减少用工对毛竹林施用了大量

化肥和除草剂，水源受到面源污染，水库的水质逐年变差，社区的饮水安全受到威胁。由于

只有水库周边集水区的竹林污染水源，勿需禁止所有竹林施用化肥农药，但如果仅仅禁止水

库周边的林地使用农药，又显失公平。显然，这是一个社区管理规范长期无法解决的“公地

悲剧”。2015 年，非营利自然保护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联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万向信托，建立了治理龙坞水库的“善水基金”，与承包

了水库周边集水区 500 余亩竹林的 43 户农户分别签订了为期５年的使用权信托协议，竹林

的经营权被流转到善水基金，基金保证每年支付给农户不低于林地流转前收益的补偿金。善

水基金通过严格管理和生态修复，短短数年就使龙坞水库的水质从最初的Ⅲ类至Ⅳ类水重新

恢复为 I 类水质，龙坞水库也被政府列为水源地保护区。不仅如此，善水基金还出资建立企

业，通过搭建平台引入外部资源，把村里废弃的礼堂改造为传统手工艺研究图书馆，引进传

统材料专业设计公司进驻，培训村民把传统竹编工艺升华为时尚工艺品，不仅产品附加值提

高，而且参加了国际手工艺大赛，大大提升了青山村的知名度。基金还利用废弃的村小学建

立了公众自然教育基地——青山自然学校，面向青少年普及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和知

识。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不仅用于支付农户补偿金和水基金日

常管理费用，同时还投入水源地保护），并带动了村民的就业，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生计改善

 
⑥ 案例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22 日，暨南大学资环所生态补偿项目组对龙坞水库项目进行了实地调

研，通过与各项目参与方的座谈和参加青山自然学校开学典礼所获得的各种类型资料。 



 

 

的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龙坞项目打破了社区封闭性，整合内外资源提高社区声誉，中央

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访客和游客纷至沓来，带旺了青山村的生态旅游和休闲产业，实现了

齐心呵护绿水青山，多方共享金山银山。 

青山村的小水源保护项目是成功的，通过集中管理水源地集水区的竹林，有效控制了水

源地竹林的农药、化肥使用，让竹林处于最好的水源涵养状态；同时，通过帮助村民和亲环

境产业的投资者实现收益最大化，创建了可持续发展机制。那么，青山村成功的秘诀究竟是

什么？其模式是否可复制和可推广呢？TNC 龙坞项目官员说，据专家调查，在浙江，像龙坞

水库这样供给人口在 1 万人以下的小水源地有 20397 个，供应着 2400 万人口的饮用水，占

浙江总人口的 44%。这些小水源地中，70%面临农业污染，而这些水源地又是大江大河的“毛

细血管”甚至源头。因此，对青山村项目做一个总结极具意义。 

第一，青山村项目的目标单一、产权清晰、空间范围小，采取社区参与的 PES 容易取得

成功。在产权上，根据《水法》第三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

建管理的水库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龙坞水库始建于 1971 年，所有权属于国家，使

用权和管理权属于青山村，是青山村的饮用水源，水质恶化的受害者是全体村民，即村民既

是改善水质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只不过后者的数量大于前者，因此才需要补偿保护者，

内部化保护行为的外部性。项目的补偿对象仅限于水源积水区的 500 多亩竹林，原经营者为

43 户农户，小规模项目的谈判和监管成本低、风险小，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二，项目选择了土地信托的产权交易形式。基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由农户承包

经营的国情，为了避免产权纠纷，项目在合约中采取了土地信托的产权安排，既明晰了产权

边界，又避开了集体产权不能私有化的难题，该制度创新是青山村项目最具推广价值的经验。 

第三，多方联合进行资源拼凑，发展亲环境产业实现利益共享。青山村项目借鉴国际水

基金经验，由企业公益基金出钱，环保组织担任科学顾问，负责项目设计和实施，引入信托

机构的统一经营模式，以及手工艺设计师的专业技术，再把这些外部资源与社区传统要素有

机结合，促进资源拼凑。合作伙伴均秉承“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的基本理念，优势互

补、配合默契，保证了项目的科学设计和顺利实施。同时，项目借助水源保护的生态基础，

配合当地政府发展传统手工艺和生态旅游度假，逐渐形成自然保护、传统手工艺文创和生态

旅游三大特色产业，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了社区发展，实现了环保和经济的双赢。 

第四，借助政府和乡贤的力量克服本地合法性危机，完成与社区的利益共享型制度拼凑。

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的信任度每况愈下。龙坞项目在启动初期，虽然组织者

挨家挨户上门说明项目动机，但并未得到社区认同，村民们怀疑项目是要从他们手里“骗走”



 

 

林地去赚钱。就在一筹莫展之际，项目组幸运地遇到了老村长王××。老村长德高望重，他

热心社区公益，而且独具慧眼，看到了项目的潜在价值，因此及时伸出援手，不仅第一个带

头参加竹林信托，而且成功地说服其他相关村民也分批参与了项目，这证明了借助家长式权

威的个人力量是外部 NGO 获得中国乡村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同时，项目还得到当地政府的大

力支持。当项目最初的配套产业发展计划受挫时，村委会伸出援手，以象征性的租金出借了

村里的废旧礼堂和学校，支持项目另辟蹊径，通过发展手工艺文创产业和环境教育产业走出

了一条以文化补生态的新路子。在引进外部资源发展亲环境产业的同时，项目也开始致力于

本地化转型。2019 年 2 月，由 TNC 龙坞项目负责人牵头组建了“青山同心荟”，该组织集

结了各个亲环境产业进入青山村的高端人才和返乡创业人才，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在杭州的首个村级分会。该组织就青山村的公共事务和未来发展与政府开展对话，不仅为社

区发展建言献策，而且自己也深深融入了社区。基层民主协商机制为村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在青山村村民眼中，过去的外乡人成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龙坞项目在不知不觉

中完成了本地合法性认同的转换，成为了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的生力军。 

青山村的经验表明，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社区的封闭治理模式正在发生蜕变，市场

机制的嵌入空间很大。勿需讳言，青山村项目的某些成功因素是不可复制的，具有一定的独

特性，但该项目的成功也具有普适性——在 NGO 等社会组织的主导下，通过多方合作，以环

保项目带动亲环境产业的发展，同时与社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3.案例Ⅲ：示范能否奏效？——千岛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挑战
⑦
 

青山村项目取得成功后，TNC 又乘胜追击，把龙坞的水基金信托模式移植到了千岛湖的

污染治理中。千岛湖（新安江水库）位于杭州市淳安县境内，有岛屿 1078 个，湖岸线 2500

多公里，湖区面积 573平方公里。从 2019 年 10 月起，通过千岛湖配水工程，千岛湖正式成

为长三角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保护任务异常繁重。根据世界银行和 TNC2017 年的

调查，整个千岛湖流域可以分为 400 多个小流域，其中 10%的支流域贡献了整个流域 30%的

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亟待整治。2018 年 2 月，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民生人

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万向信托作为农地受托人，成立了千岛湖水基金，TNC 仍然担

任科学顾问，负责项目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千岛湖项目的目标是要解决稻米和茶叶种植过程

中因使用化肥和农药所引起的面源污染，技术上的手段是“源头控制、过程拦截、末端治理”。

源头控制是通过测土施肥、精准用药、绿肥覆盖等方法来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过程拦截主

 
⑦ 案例资料来源：2019 年 6 月 23-24 日，暨南大学资环所项目组对千岛湖水基金项目的实地考察和座

谈所获得的资料，以及从该项目微信公众号上所获得的资料。 



 

 

要是通过对水泥排灌沟渠的生态化改造，对溪流水质进行生物净化；末端治理是对入湖口的

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增强生态净化功能。在经济上，为了抵补成本、增加农户收入，千岛湖

项目正在尝试实施大米、茶叶等农产品的绿色品牌计划。在社区融合上，项目组开发了环境

教育在线课程，创设了“民间河长制”、稻田守望志愿者等。同时，千岛湖项目也搭建了资

源共享平台，与浙江农林大学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开展环保科普和志愿者活动。在短短两年

时间里，千岛湖水基金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已经初显成效。 

但作者认为，虽然千岛湖项目几乎做了青山村项目所做的所有工作，但该项目在短期内

获得成功的前景却较为渺茫。主要原因是两个项目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差异过于悬殊。 

首先，目标对象的空间尺度有如天壤之别。龙坞只是一个乡村小水库，千岛湖则是中国

最大的水库之一，蓄水量可达 178 亿立方米。龙坞污染源单一，可以在短期内使水质改善。

千岛湖则污染源复杂，新安江来水是影响千岛湖水质的最大因素，然后是各种点源污染和面

源污染。由于资源有限，千岛湖水基金对 400 多条入湖支流只能选择两条支流的部分地段作

为治污试点，试点对千岛湖水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支流水质的变化也很难测试。 

其次，即使试点取得了可验证的预期结果，如何从试点转到推广也将是一个难以预测的

问题。试点推广需要巨额资金，这是千岛湖水基金难以承担的，大范围的推广需要由地方政

府去做。淳安是浙江最穷的县，点源治理尚且力不从心，遑论如此分散的面源污染。淳安县

安阳乡政府对于 TNC 的试点持支持态度，提供了办公用房，但缺乏资金支持。 

那么，千岛湖可否像青山村那样，通过经济激励和资源拼凑，依靠大量当地社区分别去

实施试点推广呢？淳安县与青山村所属的杭州余杭区在经济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青

壮年大多已经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妇女和老人，转换农业生产方式所需的人力资源将成为

试点推广的最大要素障碍。而且，稻米和茶叶是淳安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除非得到足够补

偿，农户不会轻易改变生产方式。迄今为止，千岛湖项目尚未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补偿方

式，社区农户仍然缺乏参与项目的积极性。根据国外经验，成功的社区 PES应当是小规模的，

产权清晰，目标与资源相匹配，成果容易显示。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岛湖项目为周边地区提

供了一个面源污染治理的可操作范例，在培养人才、普及环境保护理念和知识方面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这个项目向上级政府展示面源污染治理的可行性，从而争取

到项目推广所需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五、社区主导型生态补偿的制度拼凑类型和路径 

根据以上案例，使 PES项目落地社区的制度拼凑至少存在三种类型：权力折衷型、利益

共享型和示范驱动型。权力折衷是指双方围绕 PES 的主导权（含资源产权、支付对象和支付

方式等）展开博弈后达成的一种权力平衡，其实质是缓解基于初始产权和制度逻辑造成的摩

擦，为项目实施扫清障碍。利益共享是围绕项目产出（含补偿金额、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

进行博弈后形成的利益分配均衡状态，实质是通过共享社区发展带来的利益，解决项目的本

地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示范驱动型是在 PES 的资源不足以覆盖全部生态系统的情况下，

主要通过局部的 PES 项目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提供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的前景，诱使更多主体

参与生态保护，同时通过传播知识和技术，提高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当然，以上三种类型

是根据项目的主要特点进行的分类，它们并非互斥关系，相互之间可以产生交集。 

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为了实现制度拼凑，基本路径（approach）大致都有三条。第一

条是主体之间的谈判和协商，这是最基本的路径。PES 项目的倡议者包括各级政府、环保 NGO

和企业等；项目响应者主体包括社区村社领导机构、自然资源使用者和农业合作组织等。政

府直接参与社区 PES 容易导致政府征用社区土地，
[8]
以及在制度设计时将社区排除在外的担

忧，因此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谈判在实践中鲜见。
[37]

由非政府组织担任中介或者直接设计及实

施 PES，有利于促进社区参与 PES 和提高社区能力，因此由 NGO 与社区主体展开谈判就成为

一种常见形式
 
。

[38]
双方的谈判主要涉及生态服务提供的内容及条件、产权安排、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及补偿对象等。一般来说，在双方尚未达成协议和建立信任关系之前，拥有产权和

社会资本的社区在谈判中具有优势。为了获取合法性，NGO需要作出种种让步，尽量使项目

更好地反映社区诉求，与社区规范保持一致，甚至可以变更原来的制度逻辑以换取社区对项

目的支持。
[39-41]

在制度拼凑初期，NGO在合约谈判中的让步带有适应性创新的性质，有利于

减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促进共识的建立。
[8]
  

第二条路径是先由 NGO负责人与社区领导人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形成能够影响其他

社区成员的社会资本。亚洲国家的社区规范重视人际关系，外部 NGO要想获得本地合法性，

必须先得到社区领导的信任，获得个人合法性（individual legitimacy），然后使人际信任进

一步扩展为社区内的制度信任（青山村的例子），通过制度拼凑实现组织合法性。当然，建

立在人际关系上的制度拼凑存在着双方领导人更换等不确定因素，更多属于短期机制。
[14]

  

第三条路径是通过显示性成果增强协议的可信度和制度拼凑的可持续性。要使社区主导

型生态补偿通过制度拼凑取得成功，最终需要在制度拼凑的基础上实现外部资源和社区资源

的有效整合（资源拼凑），从而如期兑现合约承诺，既实现生态保护，又促进社区发展。 



 

 

以上三个案例中，前两个案例由于规模可控，在制度拼凑+资源拼凑基础上均取得了可

验证的实际成果（achievement of demonstrable practical outcomes）；案例Ⅲ虽然由于空间尺

度过大，很难从技术上验证其实际成果，但从另一角度看，该项目具有更大范围的示范作用

和教育功能，为下一阶段政府的全面参与提供了有益的技术示范、社区基础和人才储备。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CBNRM）与生态服务付费（PES）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指出两者虽然代表着不同的制度逻辑：集体产权下的社会规范 VS 私人产权下的市场机制，

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制度拼凑和资源拼凑加以克服，从而构建具有混合机制的社区主导型

PES，实现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市场化和多元化。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的典型案例分析，本文

总结出制度拼凑可能存在三种类型：权力折衷型、利益共享型和示范驱动型。这些类型制度

拼凑的实现路径大致有：通过主体间的谈判协商寻找制度和利益的均衡；建立密切的领导者

个人信任关系；通过资源拼凑获取可显示的实际成果，使外来 PES 项目获得本地合法性。 

近十多年来，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但由于

体制原因，在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期阶段，中国更多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命令-控

制手段，大到影响国家生态安全全局的大规模重点生态功能区，小到仅仅关系到社区福利的

乡村环境治理，统统采取一刀切式的纵向生态补偿政策，导致环境财政不堪重负，市场机制

和社区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体制机制的局限，政府、市场和社

区三种治理模式被分隔在不同的制度场域中，互不搭界，尚未形成制度协同、资源互补的全

民参与保护机制（参见图 3 的左图）。为了建立可持续的环境治理体系，今后的改革方向应

当是在大城市群和大规模生态屏障地区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而在乡村和小

区域环境保护中更加倚重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建立社区、企业和 NGO 主导、政府支持的治

理模式。形成以上多元治理体系的关键，是要摆脱原有体制束缚（脱嵌），通过制度拼凑和

资源整合，逐步使政府、市场和社区治理机制相互嵌入、融为一体（参见图 3 右图）。 

本文强调了制度拼凑和资源拼凑在形成社区主导型 PES 机制中的适用性和条件性，对于

我国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根据研究结论，只要制度设计恰当，

通过制度拼凑和资源拼凑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制度潜力和资源潜力，大力发展环境保护

NGO，充分发挥专业 NGO 在生态补偿中的中介作用，社区主导型的 PES 在中国将具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它将成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体系的重要途径，决策者应当为其发展壮大

营造一个更加适宜的制度环境。 

 



 

 

 

图 3  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生态补偿体系中的位置及未来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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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In order to explore multiple way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BNRM) and ecosystem service 

payment (PES), and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contradiction can be overcomed by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and "Resource Bricolag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ypical case study, involv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ree 

PES in rural communities located in China and Japan were conducted. 

Finding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include three types : power 

compromise model, benefit sharing model and demonstration model. The approaches of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include: 1) make adapti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s, 2)establish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3) obtain local legitimacy 



 

 

through demonstrable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resource bricolage. 

Practical implications-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conditionality of the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and 

the resource bricolage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based PES mechanism, which is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design a multip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riginality/value-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multip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discussed a l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CBNRM) and market (PES) has hardly been 

studied.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word(s):community natural resources;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oci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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