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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与制度信任对林农碳汇项目参与意愿的影响
——基于福建 344 名林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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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为研究视角，利用福建省欠发达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际信任及制

度信任在林农碳汇项目参与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对林农参与碳汇项目决策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在碳汇项目参与的决策中，人际信任的贡献大于制度信任；林农受教育程度、接受林业培训情况、
家庭纯收入以及对碳汇的认知不同程度地影响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增强林农参与碳汇项目的意愿，政府应重视林
农间人际信任的构建，发挥村级组织的“领头人”作用，提高林农的制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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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household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Based on 344 survey data from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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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Economic College; 1b.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us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as the research angle of view, this paper used the survey data gotten
from Fujian, and then analyzed how the trust influenced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conclusions showed that: (1)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an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the conclusion remained valid. (2)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s great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3) In the control variables, education, forestry training, income
and perception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lso influenced rural households’ willingness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Personal trust is not given in advance, government should combin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underdeveloped area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uild trust and stimulate the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est needs of households in forest carbon
sink compensation system.
Keywords: interpersonal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一。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固碳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

是国际公认的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重要途径
[1]

。中国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之首，其面积约为 0.69

亿公顷，蓄积 24.83 亿立方米，碳汇潜力巨大。林
业碳汇项目作为清洁发展机制下的一个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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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国际林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为我国林业发展
创造了新的机遇。由于碳排放权的出现，林农拥有
森林产权也就拥有了碳汇交易的权利，各国可通过
有偿方式在碳交易市场上获取碳排放指标 [2] 。自
2003 年国家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小规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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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成为最主要的林业经营主体，在林业经营和碳汇

也很难解释其中的作用机制。Putnam 认为信任是社

项目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参与碳汇项目意愿在

会资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将信任作为解释变量研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业碳汇的供给，甚至影响整个

究其在个体决策中的作用机理可能是一种更为合

森林固碳的战略部署。我国南方集体林区是最主要

理的思路。鉴于此，笔者拟从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

的林区之一，未来森林碳汇供给潜力巨大，已被政

为研究视角实证分析乡土农村情境下信任在林农

府列入通过增加森林碳汇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碳汇项目参与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旨在一定程度上

[3-4]

地区

。

丰富林农参与碳汇项目的相关研究。

碳汇项目是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根据《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定而开展的一种项目，其经营方式与传统林业经营

信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预期”，即对未来时

方式有很大区别，具体体现在物质和技术等生产要

间的期望，这种期望将对公众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

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轮伐期的延长等方面，同时参与

[17]

主体可获得碳收益补偿。开展碳汇项目一般先筛选

的信任是以感情为桥梁纽带[19]，具有“远近亲疏”

合适的林地，再落实林权主体并征求林权主体意

之分，不同信任程度会因为心理预期的不同而导致

见，若项目涉及的林权主体均同意参与碳汇造林项

人的行为决策发生变化。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

目，该项目方可实行。由此可见，农户的参与意愿

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

对碳汇项目的顺利开展起着关键作用。基于此，分

来的一种概括化期望，主要是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

析南方集体林区农户参与碳汇项目意愿的关键影

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等期望。人际信

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又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通信任，特殊信任体现在家

。中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18]，人与人之间

关于林农碳汇经营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市场

庭或亲人之间，普通信任则体现在邻居之间，特殊

风险[5]、政府政策[6]、个体偏好[7-8]和成本收益[9]等

信任强于普通信任(即对家庭及亲人的信任强于对

角度来分析不同地域、不同经营主体类型及经营阶

邻居的信任)[20]。与人际信任不同，制度信任是建

段等参与意愿及行为策略问题，较多考虑林农碳汇

立在非人际关系上的，以人们交往中所受到的契

参与问题的外部因素影响，抑或局限于林农个体的

约、法规等制度的约束作为信任基础。其中对政府

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或心理认知等因素。实际上，

政策的信任是制度信任的关键体现，在农村社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10]，普遍存在的社会资

对村干部的信任也被视为制度信任[21]。制度信任与

本会对经济活动、配置资源和个体行为等有重要影

人际信任不论在产生机制还是作用机制上都存在

响[11]；尤其在“差序格局”以及正式制度建设和发

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对其加以区分。

展相对滞后的欠发达山区，社会资本几乎作用于农

由于碳汇项目的开展需要征得所有涉及项目

村社会的信息获取、资金借贷、经营成功和社区治

的林权主体同意方可进行，因此可从集体行动的角

理等各个方面[12]，并对农民认知、意愿及行为决策

度剖析林农的决策机制。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产生重要作用[13-14]。国外诸多学者认为完全抛弃农

在集体行动逻辑中的突出作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

村内源社会结构去谈参与意愿及决策行动有失偏

肯定。那么，信任是如何影响农户的决策呢？通过

颇，需基于现有场景及内在规则入手，结合社会特

文献梳理发现，信任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影响农户的

有的非正式网络来研究个体行动逻辑问题 [15] 。

决策行为：第一，通过信息共享，降低信息搜寻成

Putnam 认为脱离社会场域而去谈个体意愿及其行

本来影响农户的参与决策。Coleman 认为人际信任

为等问题，不仅不能有效解决个体理性和道义经济

可以降低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等)，增加个体

等困境，也不能全面客观地剖析其偏好、动机及行

的自发社会行为。在农村社会中，尤其是在欠发达

为选择[16]。社会资本研究视角为个体行为决策的研

山区，以个体农户为核心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地缘性

究提供了新思路。但必须注意的是，已被普遍接受

较强，信息传递主要通过政府宣传、村内大会或邻

的 Putnam 社会资本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实际上

里乡亲、媒体网络等非制度渠道获取。既有研究表

由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组成，而各个维度的

明，信任有助于信息共享与交流，信任水平越高，

测量又包含了不同的指标，笼统地使用社会资本概

信息传递效率越高，则信息搜寻成本降低。第二，

念解释个体参与，不仅增加了测量的复杂性，同时

通过合作机制影响个体参与行为。农户之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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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相互信任可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促使

在碳汇项目参与意愿方面，表 1 显示，仅有

双方产生更多的互惠行为，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36.63%林农表示愿意参与碳汇项目，其余 63.37%

享机制，从而带来更高效的合作[22]。第三，通过约

的林农都表示不愿意参与。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户

束机制影响个体参与行为[23]。信任，尤其是制度信

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并不强烈。从样本地区分布来

任能够引导或制约个体行为，避免过分追求个人利

看，三明梅列地区的林农碳汇参与意愿最高，占地

益最大化而忽略公共利益，即有效抑制搭便车等机
会主义，又能激励人们从事公共事务，最终形成一
种“软约束”。信任能够培育农民对公共事务的认
同感，从而激发参与热情[24-25]。
碳汇项目是一种新型的林业经营模式，目前还
未在小规模林农中普及。为保证林农做出真实的经
营决策，调查人员在开展问卷之前向农户介绍碳汇
项目的运营规则及碳汇项目优劣势，帮助林农深入

区样本数的 51.02%，而南平顺昌的林农碳汇参与意
愿最低，仅占 26.83%，地区间的参与意愿存在明显
的差异。进一步调查发现，三明地区在 2011 年就
开展了碳汇项目试点，成立了碳汇专项基金，并大
力宣传碳汇知识以及碳汇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该
地区林农对碳汇的认知度普遍较高，因而表现出较
强的碳汇参与意愿。

了解此类项目。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属于二元选择问

2．变量选择

题，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农户参与碳

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择对亲人的信任(T1)、

汇项目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将“愿意”赋值为 1，

对邻居的信任(T2)两个变量作为人际信任方面变

“不愿意”赋值为 0，P 表示林农碳汇参与意愿的

量，选择对村干部的信任(T3)、对政府碳汇制度和
政策的信任(T4)两个变量作为制度信任方面变量

概率，取值范围 0～1，其模型构建如下：
P
ln( i )= αo +∑βi χi + ε
1 - Pi
Pi
是愿意与不愿意参与碳汇项目的概
式中
1 - Pi

而是林农在碳汇项目参与决策中对他人所持有的

率之比，i=1，2，3，…，n；Pi 为第 i 个农户愿意

为“对亲人十分信任，亲人支持我参与碳汇项目，

经营碳汇的概率；1-Pi 为第 i 个农户不愿意经营碳
汇的概率； αo 为常数项； χi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 β

为待估参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

[17,21]

。本研究所指的信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任，

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预期或情感认同。在
调研中为了让农户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将 T1 转化
我愿意尝试”、T2 转化为“对邻居十分信任，邻居
建议我参与碳汇项目，我愿意尝试”、T3 转化为“我
对村干部十分信任，村干部建议我参与碳汇项目，
我愿意尝试”、T4 转化为“我对碳汇制度与政策十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分信任，相信政府会给予支持的政策，大家也会遵

1．数据来源
于 2015 年 9 月—2016 年 2 月对福建欠发达山
区的 30 个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内容涉及林农
家庭基本信息、林地资源情况、个体信任特征和碳

守碳汇项目的规则”，信任程度由高到底依次赋值
为 5、4、3、2、1。
在控制变量选取上，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属性、

汇项目参与意愿等部分。回收 421 份问卷，剔除无

家庭特征、林地资源禀赋特征等方面也在不同程度

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44 份，样本有效率

上影响着林农的经营决策行为，因此本研究也将个

为 81.71%。样本分布如表 1 所示。

体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加以分析。个体特征包括年
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村干部，是否接受过林业培

表 1 不同地区林农碳汇项目参与意愿
愿意

训；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纯收入、

不愿意

林农数(个)

比例（%）

林农数(个)

比例（%）

林地总面积、林地总块数；其他可能影响林农参与

寿宁

16

42.11

22

57.89

延平

碳汇项目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对碳汇的认知程度，以

16

27.59

42

72.41

顺昌

22

26.83

60

73.17

“对碳汇项目的了解”和“是否知道森林对改善气

建阳

19

38.00

31

62.00

候的作用”两个指标来测度。对上述变量进行控制，

尤溪

28

41.79

39

58.21

梅列

目的是为了减轻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差。变量赋

25

51.02

24

48.98

合计

126

36.63

218

63.37

值与预期方向说明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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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赋值与说明
变量

指标选取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碳汇项目参与意愿

1=愿意；0=不愿意

0.366

0.482

预期方向

T1

对亲人的信任

1=非常不信任～5=非常信任

4.395

0.648

+

T2

对邻居的信任

1=非常不信任～5=非常信任

3.369

0.701

+

T3

对村干部的信任

1=非常不信任～5=非常信任

3.797

0.667

+

T4

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

1=非常不信任～5=非常信任

4.035

0.642

+

54.581

9.735

-

信任

个体特征
P1

年龄(岁)

连续变量

P2

受教育程度(年)

连续变量

6.829

3.294

+

P3

是否村干部

1=是；0=否

0.238

0.427

+

P4

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

1=是；0=否

0.322

0.468

+

家庭特征
H1

家庭劳动力数(人)

连续变量

3.015

0.973

+

H2

家庭纯收入(万元)

连续变量

4.993

3.814

+

林地总面积(hm )

连续变量

3.027

3.734

+

C1

对碳汇项目的了解

1=不了解；2=听说过；3=很了解

1.642

0.543

+

C2

是否知道森林对改善气候的作用

1=是；0=否

0.529

0.499

+

H3

2

碳汇认知

进一步探讨信任在林农碳汇参与影响因素中的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献程度，本研究还做了边际效应分析，输出结果显

1.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示 T1、T2、T3、T4 四个变量的边际效应普遍较高。

运用 Stata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 Logistic 回归处
理，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为
表 3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信任特征

碳汇认知特征

年龄(P1)

系数
-0.004

标准误
0.018

受教育程度(P2)

0.149***

0.054

是否村干部(P3)

0.186

0.334

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P4)

0.754**

0.302

家庭劳动力数(H1)

0.132

0.136

家庭纯收入(H2)

0.290***

0.056

林地总面积(H3)

0.025

0.037

对亲人的信任(T1)

1.001***

0.279

对邻居的信任(T2)

0.542**

0.234

对村干部的信任(T3)

0.431*

0.231

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T4)

0.477**

0.241

对碳汇项目的了解(C1)

0.588*

0.304

是否知道森林对改善气候的作用(C2)

0.783**

0.324

常量
Log likelihood
LR chi2(13)
Prob>chi2
Pseudo R2

-15.034***
-146.720
158.54
0.000
0.351

注:表中*、**、 ***分别表示通过 90%，95%、99%置信区间的检验。下同。

2.447

边际效应
-0.074%
(0.004)
3.117%***
(0.011)
3.961%
(0.072)
16.444%**
(0.067)
2.776%
(0.028)
6.051%***
(0.013)
0.522%
(0.008)
20.882%***
(0.056)
11.323%**
(0.049)
8.993%*
(0.048)
9.645%**
(0.049)
12.279%**
(0.063)
16.092%**
(0.06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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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程回归结果上看，信任的四个变量均通过

是联结政府与村民的桥梁纽带，接触市场信息和政

了显著性检验，且根据边际效应分析，发现信任在

府政策信息的渠道相比其他农户更广阔。对村干部

碳汇项目参与决策中的贡献度相对于其他变量明

的信任水平提高，可使村干部更有效传递上级关于

显较高。信任四个维度的变量对碳汇项目参与意愿

碳汇项目的宣传信息，包括碳汇扶持政策，碳汇经

的贡献程度依次为：对亲人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

营规则，经营流程以及碳汇经营技术等，增强农户

＞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对村干部的信任。这

对政策扶持的信心。

表明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在林农碳汇项目决策中

(4) 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在 5%的显著水

不可忽视的作用，且人际信任的贡献程度大于制度

平上正向影响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且边际效应

信任。具体分析如下：

为 9.64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碳汇制

(1) 对亲人的信任在 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度与规则的信任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林农愿意参

响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且边际效应为 20.882%，

与碳汇项目的概率就提升 9.645%。这表明提高林农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亲人的信任程度每

对制度的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碳汇项目

增加一个单位，林农愿意参与碳汇项目的概率就提

参与意愿。可能的解释是，从制度上来说，林农对

高 20.882%。对亲人的信任在信任四个维度中的边

碳汇制度的信任实际上是对碳汇制度制定者以及

际效应最大。中国社会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家

执行者的一种信任，林农对碳汇制度的信任体现了

族主义的亲情关系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客观存在，这

其服从碳汇制度的意愿，愿意遵守碳汇项目规则，

种亲缘确定性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

配合碳汇项目的开展。从政策上来说，碳汇经营属

排除风险与博弈成分。因为亲人之间的情感认同与

于一种新型森林经营形式，其风险比较大，不确定

互相信任高于亲人以外的个体，所以亲人之间的信

因素多(包括技术风险，资金风险、质量风险和管理

息交流更对称，达成合作契约的可能性更高。

风险等)，在一定时间内林农从事碳汇林业经营很大

(2) 对邻居的信任在 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程度上依赖林业优惠和扶持政策(尤其是涉及林农

响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且边际效应为 11.323%，

生计问题)。林农对碳汇政策信任越高，就越利于其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每

对碳汇经营预期的认同和服从，提高林农获取政策

增加一个单位，林农愿意参与碳汇项目的概率增加

支持、技术指导和政策的信心，增强其碳汇经营的

11.323%。可能的解释为，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

信心，进而提高参与碳汇项目的意愿。

林农与其他村民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5) 个体、家庭特征等变量也在不同程度上影

形成以“熟人信任”为核心且具有较强的地缘性与

响林农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具体而言，林农的受教

业缘性关系，在流动性较差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欠发

育程度显著影响其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可能的解释

达山区，邻里之间的互动交流不仅增进彼此间的情

是相对于受教育水平低的林农，受过良好教育的林

感认同，还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一致行动成本。

农眼界更加开阔，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对碳

碳汇项目经营是一个系统性及长期性工程，不仅需

汇的性质及未来预期等方面的了解程度可能更高，

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不同个体的协调

因而表现出较强的碳汇项目参与意愿。接受林业培

与合作，而对邻里的信任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林农

训情况显著正向影响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可能是因

对未来合作的期望，促进自发的社会行为并开展互

为接受过林业培训的林农对林业经营特征较为了

惠合作，从而为碳汇项目合作提供保障。

解，对提高林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益关注度更高。

(3) 对村干部的信任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

碳汇项目开展虽然对技术要求较高，但可带来更多

影响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且边际效应为

收益，因此能够调动林农参与积极性。家庭收入显

8.993%，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村干部的

著正向影响林农碳汇项目的参与意愿，可能的解释

信任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林农愿意参与碳汇项目

是，开展碳汇项目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如造林成本、

的概率就提升 8.993%。可能的解释为，村干部作为

抚育成本、项目管理成本、碳汇估算与监测成本等，

农村的“领头人”，在传递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不能在短期内获得收益，若家庭经济实力不足，贸

第 18 卷第 4 期

韩雅清等 人际与制度信任对林农碳汇项目参与意愿的影响

69

然投资会对家庭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低收入

参与碳汇项目也主要是针对劳动适龄人口。为检验

家庭的碳汇项目参与意愿低。对碳汇认知情况显著

本研究模型的稳定性，将 60 周岁以上的林农样本

正向影响林农的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可能的解释

剔除出去，并重新进行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如

是，森林碳汇具有强大的外溢性与利他性，林农对

表 4。由表 4 可以看出，剔除了老年人样本后，信

碳汇的作用了解越多，越愿意付出，林农个体在森

任的四个变量依然显著影响林农的碳汇项目参与

林碳汇上的努力能惠及整个森林生态系统。

意愿，与上文的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上述

2．稳健性检验

模型结果稳健性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中

碳汇项目是林业经营的一种特殊方式，造林、

“对亲人的信任”变量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说明

抚育和采伐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政府鼓励林农

信任在老年人与劳动适龄人中的作用程度不同。

表 4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剔除老年人样本)
变量
信任特征

个体特征

边际效应

1.108***

0.280

25.749%

对邻居的信任(T2)

0.636**

0.249

14.774%

对村干部的信任(T3)

10.918%

0.470*

0.244

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T4)

0.551**

0.253

12.811%

年龄(P1)

0.028

0.021

0.658%

受教育程度(P2)

0.087

0.056

2.030%

是否村干部(P3)

0.287

0.354

6.794%

0.809**

0.315

19.176%

0.152

2.162%

0.072

7.853%

家庭劳动力数(H1)
家庭纯收入(H2)
林地总面积(H3)

碳汇认知特征

标准误

对亲人的信任(T1)

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P4)
家庭特征

系数

-0.093
0.338***
-0.010

0.038

0.045%

对碳汇项目的了解(C1)

0.618*

0.336

14.375%

是否知道森林对改善气候的作用(C2)

0.495*

0.346

11.353%

常量

-16.732

Log likelihood

-131.195

Pseudo R2

五、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2.673

/

0.348

(1) 个人信任不是预先给定的，政府应重视林
农间人际信任的构建。一方面，运用各种媒体宣传

本研究基于信任视角，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

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等良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

评估了信任对林农碳汇项目参与意愿的影响，得出

通过营林培训、造林动员等集体活动，增进林农与

以 下 结 论 ：欠 发 达 地 区碳 汇 经 营 意愿 不 高 ， 仅

异质群体的交往并形成情感交流与经营互动，促进

36.63%的受访林农愿意参与碳汇项目；人际信任与

农户间信任的构建，为开展碳汇项目合作奠定坚实

制度信任对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具有显著的促

的情感基础。

进作用，且信任 4 个维度的变量对碳汇项目参与意

(2) 发挥村级组织的“领头人”作用。村干部

愿的贡献程度依次为：对亲人的信任＞对邻居的信

是村级组织的领头人，是联结政府与农户的桥梁，

任＞对碳汇制度与政策的信任＞对村干部的信任，

一方面将基层农户的意见和诉求并反馈至政府，另

并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受教育程

一方面将政府相关惠农政策信息及时传递给林农，

度、接受林业培训情况、家庭纯收入以及对碳汇的

增强其政策信心，进而提高其碳汇项目的参与意

认知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碳汇项目参与意愿。社会

愿。在发挥好“中间人”作用的同时，村干部带动

资本被称为“穷人的资本”[11]，尤其在欠发达山区

村民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或林业经营项目，促使农户

的农村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其“社

之间建立互惠合作关系，从而获得农户的信任。

会嵌入”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决策。上
述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3) 考虑碳汇补偿制度中林农利益需求，提高
林农的制度信任。良好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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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参与碳汇经营的保障，政府在考量碳汇供给等生
态问题的同时，充分考虑农户利益需求，尤其是欠
发达地区农户持续发展的收益(权衡木材收益和碳
汇收益)。从政策层面建立起系统的碳汇经营保障体
系，制定合理的碳汇造林补贴标准，明晰碳汇造林
补偿对象和补偿途径，进一步提高农户的制度信
任，调动其碳汇经营积极性。
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为参与碳汇项目的林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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