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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产业及其集群发展战略研究
——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
邹冬生
(湖南农业大学 生态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生态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难以统筹，首次提出“生态保护产业”概念，并在论述

其内涵、特性和业态的基础上，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阐明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产业集群构建，以及推进生
态保护产业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及人的生态化等“四化”支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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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its cluster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of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ZOU Dong-sheng
(Institute of Ec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iculty to co-ordinat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three benefit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y" were first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cluster construction and its ecological support strateg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y were
discussed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of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formats; strategy;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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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战

保护对象又分为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生物物种保

略措施强化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有效保护和改善

护区和自然遗迹保护区 3 类；按照保护区的性质分

了重要生态保护区和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和生

为科研保护区、国家公园(即风景名胜区)、管理区

态功能。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财政投入不足，生态

和资源管理保护区 4 类。依据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保护与建设补偿机制不健全，全国生态保护和建设

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又分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仍面临严峻挑战。如何走出生态保护与建设困境，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农业发展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推进生态文明

和城镇建设等七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自

建设是值得当代学人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然保护区与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中重要自然文化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区主要由自然保护区和重
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构成。其中自然保护区按照主要

资源和珍稀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地被列为禁止开
发区域，其他生态保护区被列为限制开发区。
在 2010 年国家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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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12 年湖南省发布的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中，
张家界市全境(辖 2 区 2 县)均被列为限制开发的“武
陵山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尤其
武陵源区更是被列为禁止开发区域。根据有关统计
资料，2012 年张家界市 GDP 仅为 338.99 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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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列湖南省市(州)末位，人均 GDP 为 3 202.05 美

供经营。显然，找准其开发空间和产业链节点十分

元，列第 10 位。不难发现张家界市的尴尬：优势

重要。但总体而言，生态保护产业必须实行差异化

是丰富的绿水青山，劣势是绿水青山下的贫困！基

布局，经营增效的突破口在于丰富保护对象和延伸

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生态保护区“三大效益”难以统

下游产业链。可以说，“部分经营性”是生态保护

筹的现实，在梳理多年从事生态保护实践经验并吸

产业发展的平台。

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推

(3)区域有限性。生态保护产业由于其保护对象

进“生态保护”事业向产业转型，大力发展生态保

的区域性与稀缺性叠加，因而它是一个分布区域十

护产业，才能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推动生态

分有限的产业。如何使有限区域产业为无限区域消

保护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同步发展。

费者服务，是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关键。为此，其

本文拟在阐明生态保护产业内涵与特性的基础上，

产业发展必须在“外地营销、内地消费”上做文章，

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典型案例，就生态保护产业

尤其是在特色挖掘和营销策略上寻求突破。可以说

发展方略展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区域有限性”是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动力。

一、生态保护产业内涵及其特性

(4)长线生效性。生态保护产业所依赖的资源，
大多是历史沉淀，或者需长时期积累，因此它是一

据笔者文献查新和网络搜索，
“生态保护产业”

个长线生效的产业。这里的长线生效包含“长时间

一词最早出自张家界市委市政府领导讲话稿中。学

培植才产生效益”和“一旦生效可长时间保持”两

界对“生态保护产业”这一新概念及其内涵迄今没

层意思。为此，其产业发展必须立足、借助和利用

有深入研究和权威界定。笔者以为：生态保护产业

已有的基础，始终要在观念更新、技术创新和动态

是以生态承载力为前提，以生态保护为核心，通过

集成上下功夫。可以说，“长线生效性”是生态保

生态学原理、生态经济学原则和生态产业化方式集

护产业发展的保障。

成，专门从事生态保护区生态服务多功能开发和高
效持续利用的产业。它具有如下四重内在涵义：首

二、张家界生态保护产业集群的构建

先，它是高效利用生态服务多功能的产业；其次，

生态保护产业具有多种业态，一般包括生态旅

这种产业的形成与运行遵循生态学原理、生态经济

游产业、生态地产产业、生态养生产业、生态文化

原则和生态产业化的套路；第三，这种产业发展的

产业、生态食品产业、生态制药产业，其中：

潜力在于提高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和保护好生态环境

生态旅游产业是以生态旅游资源及旅游设施

与生态服务功能；第四，这种产业的价值取向(或市

为基础，为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旅游活动创造便利条

场定位)是不断满足社会对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需

件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行业。[3]

求。生态保护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它具有与
现有产业形式不同的四个特性：

生态地产产业是凭借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与
生物资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在不

(1)主体公益性。生态保护产业以提升生态承载

损害生态保护对象的前提下，从事生态房地产开

力为前提、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其提供的产品包括

发、建设、经营、管理以及维修、装饰和服务，集

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由于生态保护产业主体

多种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地产产业。

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它首先是公共事业。从

生态养生产业是凭借清静秀丽的生态环境资

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公共事业大多存在“投入内化、

源、宜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设施，以及生活行为

收益外泄”
，所以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必须要得到政府

的生态管理，专门为消费者提供修身养性、身心康

扶持(资金、法规、政策)和公众帮助(支付意愿与行

复和养老保障的生态型高端综合服务产业。目前该

为)。可以说“主体公益性”是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

产业仍处于探索兴起阶段，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

前提。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老龄社会的形

(2)部分经营性。生态保护产业必须在不损害保

成，需求日益强劲。[4]

护对象的前提下，开发准公共物品及其衍生产品(统

生态文化产业即从事生态文化产品生产和提

称生态产品)，因此它只有部分空间和产业链环节可

供生态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包括生态文化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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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生态文艺展示表演、生态文化产品制作、生

减少对生态环境损害为取向，有利于旅游资源可持

态文化技艺培训等。而所谓生态文化即是以人与自

续利用，融生态保护、公众教育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

正成为旅游业的新潮流。张家界应充分发挥“国际

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的总称，其现实

知名的旅游胜地”的优势，充分集成已有的品牌，

表现往往依附于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

推动旅游业由自然观光为主的传统旅游向以自然

[5]

观光体验为主的生态旅游转型升级。同时要推动生

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

生态食品产业即是利用优良的生态环境资源

态食品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转型升

和先进的生态技术与生态管理，开展生态食品生

级。生态食品是区别于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新概

产、加工和营销的生态型产业。

念，是基于生态环境可循环性，或者模拟天然环境，

生态制药产业则是以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

以生态资源为基础获得的无污染、纯天然粮食、蔬

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原料，通过清洁生产工艺、绿

菜、果品、禽畜等食品。张家界生态环境优越，生

色技术和生态管理集成，生产、加工和营销高效无

物多样丰富，立足国家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世界

(少)副作用的医药产业。其产业特点是生产原料直

生态旅游胜地的定位，大力发展既凸显地方特色又

接或间接取自天然，生产过程符合清洁生产标准，

能满足游客需求的生态食品产业，是当地农业和食

消耗原料资源较少且废弃物循环利用，产品及包装

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例如，张家界可以

[6]

符合生态产品要求，其药效高且无副作用。

根据国家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禁止开发和

首先以基础较好的大鲵生产作为突破口，将大鲵率
先打造成为品牌生态食品。

限制开发的规定，禁止开发区原则上要腾出更多的

另一方面，要重点培植生态养生、生态制药、

空间用于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原有的开发区

生态地产、生态文化四大新业态。首先，张家界拥

必须逐步改造成为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零

有丰富独特的清静秀丽生态环境资源，并已规划打

污染”的生态园区；而限制开发区则应以保护和修

造生态型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具备生态养生产业发

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因地制宜

展的良好基础，只要科学制定产业规划，加强宣传

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为此，笔者

推荐和内外招商引资，必然能开创出一片生态养生

认为：禁止开发区应发展以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功

的新天地。其次，张家界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

能为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生态文化服务业，包括生态

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民族草药发展基础雄厚，通

型观光、体验、养生、教育、科考等；限制开发区

过挖掘与生态化工艺技术创新，完全可以将生态制

则应发展以生态环境、生态服务功能和稀缺性生物

药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第三，张家界作为国家重

为资源的绿色技术密集型生态产品加工业，包括绿

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不仅境内自然风景奇特秀丽，

色产品、有机产品、生物制品。

而且 28 个民族的风情神秘浓郁，作为“世界生态旅

生态保护产业因保护区的差异性和依托资源

游名胜”
，是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的理想之地。第四，

的区域有限性，其业态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因

生态地产产业目前虽然存在概念大于实质、标准不

而其业态的选择和产业集群建设必须就地论事。

清晰、回报模式不明确等困惑，[7]但张家界有得天独

尽管张家界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发展“生态保护

厚的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应当以打造生态型国际

产业”，而且张家界市也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产业

旅游度假胜地为契机，开创生态地产新局面。

发展基础和优势资源，但如何快速推进现有产业
转型升级，理性选择和发展生态保护产业的新业

三、张家界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基本方略

态，在此基础上创建充满活力的生态保护产业群，

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之间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仍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张家界生态保护产业

状态，其中生物包括人类、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集群的构建重点要在于推动 2 大产业转型和培植

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不言而喻，生态

4 大产业新业态。

保护就是指人类通过一定方式对生物及其生态环

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传统旅游和食品产业转型

境进行保护和改善。一方面人类需要为生态保护与

升级。生态旅游作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尽量

改善提供必要的法规、政策和经济投入，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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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与发展又需要利用生物及其生态环境。[8]

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使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显然，既不能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取 GDP 的

观念，使环境行为由他律变为自律。

增长，也不能让老百姓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但

四是人的生态化。所谓人的生态化，即是通过

如何统筹生态保护与生态利用一直是生态保护的

生态道德准则和生态法律法规教化，以及生态价值

[9]

最大困惑。

观和生态伦理规范的确立，使人人自觉自愿地与生

张家界市生态保护区要走出生态保护与生态

态环境互利共生和协同再生的过程。[12,13]张家界生

利用统筹的困境，实现社会经济提质增效，只有发

态保护区人的生态化建设主要任务是使全体人民

展生态保护产业。而推进生态保护产业持续发展和

形成生态人格。其路线是构建和完善生态道德准则

集群发展必须全面实施“四位一体”的生态化支撑

和生态法律法规，在强化生态道德准则和生态法律

战略，确保相关要素互利共生和协同再生，使产业

法规宣传教育的同时，形成合理的保护生态环境的

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

利益机制；通过和谐共生文化创新，促进市民生态

一是自然生态化。自然生态化过程就是通过科

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新规范的形成。

学修复与重建使自然系统的生物与环境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过程。张家界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化的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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