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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决策部署，推动生态保护红线严守工作，依据《环境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技术指南的技术方法，包括技术流程、数据收集、计算

方法等要求。 

本标准附录 A~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与《生态保护红线本底调查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技术规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

评价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台账数据库技术规范》《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指南》等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系列标准规

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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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技术指南的技术方法，包括技术流程、数据收集、计算

方法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标准核定，区域范围内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

补偿标准核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暂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

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3.2 

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指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的惠益，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类型。 

3.3  

生态补偿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指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

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3.4  

生态补偿对象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bject 

指因承担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任务和履行生态保护义务，经济发展受到约束的有关政府、单位、组

织和个人。 

3.5  

生态补偿内容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ntent 

指对被补偿地区为维持生态保护红线的面积、功能和土地性质而付出的直接和机会成本进行补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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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标准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指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对贡献者补偿支付金额的确定，即解决“补多少”的问题，是实施资金补偿的

基本依据。 

4  补偿标准核算技术流程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资金包括纵向生态补偿和横向生态补偿。其中，纵向生态补偿标准主要影响因

素为各区域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主导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程度、县级政府的经济和人口情况、生态保

护红线保护效果等；横向生态补偿主要影响因素为各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与区域平均水平的相对差

异、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应被补偿的外溢调整比例，计算得出各县应获得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及总资金规

模。根据各县GDP和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计算横向生态补偿分担系数，并据此核算各县应支付的横向生态

补偿资金。具体流程见图1。 

 
  

 

图1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技术路线图 

5  数据准备与资料收集 

5.1 按照县域、区域及国家层级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数据表（参见附录A）。其中：县域数据包括行

政区划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低收入人口、常住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税收收入、生态保护红

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历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支出情况等；区域数据包括

各省或某一区域的行政区划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低收入人口、常住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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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税收收入、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国家数据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低收入人口、常

住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等。 

5.2 数据应来自于各级各地历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财政决算表等官方发布数据。 

6  纵向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 

6.1  测算思路 

6.1.1 第一步，计算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额。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额由基础性补偿和激励性

补偿组成，其中基础性补偿根据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的50%辅以调整系数计算确定，激励性补偿

根据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的50%辅以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

本计算方法参见附录B。 

6.1.2 第二步，计算各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额。各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额为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补偿额之和。 

6.2  基础性补偿 

以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为基准，考虑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主导生态功能重要性程度、居民

生活水平等因素进行测算。主要计算内容见表1，基础性补偿计算方法参见附录C。 

表 1  某县基础性补偿计算内容 

指标 计算思路 

基准值 以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为基准。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 根据某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该县国土面积的比例确定。 

主导生态功能重要性程

度 

根据某县生态保护红线中各项主导功能评价结果占该县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

评价结果比例与全国或全省生态保护红线该项主导功能评价结果占比确定。 

居民生活水平 根据某县农村低收入人口比例与全国或全省水平比较确定。 

 

6.3  激励性补偿 

根据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结果，对生态保护红线所属县实施奖惩，对保护成效较好的地区给予奖励，

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地区调减或停发下一期转移支付资金。激励性补偿计算方法参见附录C。 

7  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 

7.1 生态保护红线不仅为本地区提供生态产品，其生态功能也辐射到周边区域，甚至影响更大尺度上的生

态安全。因此其生态功能的外溢部分所对应的发展机会成本应由其他地方政府以横向转移支付的形式承担。

本标准中对外溢生态功能的受益地区进行简化处理，将提供外溢生态功能以外的其他地区视为一个整体，

作为承担补偿资金的主体，并根据各地区的财力水平确定支付补偿资金的比例。 

7.2 第一步，计算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的某种主导生态功能占

该县生态功能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平均值的水平，乘以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该主导生

态功能占比水平，其乘积之和可以视为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在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的相对外溢比

例，代表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在全国或区域尺度上的辐射效应均应得到补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

能取值参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E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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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第二步，计算各县级政府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的发展机会成本。将各县单位面积地方税收产出，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比例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基准值的相对差值，以及各县实际面积的乘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

所在地县级政府的发展机会成本；将各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参考值的差值、该县常住人口以及该县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的乘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县居民的发展机会成本；将政府及居民的发展机会成

本之和作为当地区域发展机会成本。当作为转移支付对象的某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低于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比例基准值水平时，取其发展机会成本为0。具体计算方法参见附录B。 

7.4 第三步，计算各县应得到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将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大于

0，且发展机会成本大于0的县级行政单元视为获得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的主体，可将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

的发展机会成本乘以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计算得到各县级政府应得到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继而汇总

得到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 

7.5 第四步，计算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将获得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主体以

外的其他各县视为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支付主体，根据其税收收入和人口情况构建财力指数，并根据财力指

数与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之商的占比作为其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 

7.6 第五步，计算各县级政府应承担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对作为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支付主体的县级行政

单元，根据其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以及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相乘得到各县级政府应承担的横

向生态补偿资金。 

横向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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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数据表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 

县域数据 

行政区划面积（km2）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km2）     

农村低收入人口（万人）     

常住人口（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GDP，万元）     

税收收入（万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生

态环境保护投入成本

（万元） 

自然生态保护     

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     

……     

区域数据 

行政区划面积（km2）     

区域/省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km2）     

区域/省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万人）     

区域/省的常住人口（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GDP，万元）     

区域/省的税收收入（万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区域/省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     

国家数据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km2）     

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万人）     

全国总人口（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GDP，万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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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生态补偿基准值计算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基准值的计算方法，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就相关参数做相应调整。 

B.1  计算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 

根据各县级政府各年度财政决算报告，核算地方政府（县级行政单元）为维护生态保护红线付出的直

接投入，以决算报告中一般支出明细科目下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的科目之和的三年滚动平均值作为替代值进行简化核算。 

𝐷𝐶𝑗 =
1

3
× ∑ (𝐷𝐶1𝑗𝑡 + 𝐷𝐶2𝑗𝑡 + 𝐷𝐶3𝑗𝑡 + 𝐷𝐶4𝑗𝑡 + ⋯ + 𝐷𝐶𝑛𝑗𝑡)𝑛

𝑡       （公式 B.1） 

式中： 𝐷𝐶𝑗 ——  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万元； 

 𝐷𝐶1𝑗𝑡 —— 𝑗县政府在𝑡年的自然生态保护支出，万元； 

 𝐷𝐶2𝑗𝑡 —— 𝑗县政府在𝑡年的天然林保护支出，万元； 

 𝐷𝐶3𝑗𝑡 —— 𝑗县政府在𝑡年的退耕还林支出，万元； 

 𝐷𝐶4𝑗𝑡 —— 𝑗县政府在𝑡年的退牧还草支出，万元； 

 𝐷𝐶𝑛𝑗𝑡 —— 𝑗县政府在𝑡年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其他支出，万元。 

B.2  计算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维护机会成本 

根据各县单位面积地方税收收入、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与基准值的相对差值以及各县国土面积，将

上述参数的乘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县级政府的发展机会成本。根据各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参考

地区水平的差距以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计算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居民的发展机会成本，当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居民发展机会成本取 0。当作为转移支付对象的某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比例低于基准值时，取其发展机会成本为 0。 

𝑂𝐶𝑗 = 𝑇𝑃𝑈𝑠 × (𝑅𝐴𝑅𝑗 − 𝑅𝐴𝑅0) × 𝐴𝑗 + 𝑅𝐼𝑁𝑗            （公式 B.2） 

式中： 𝑂𝐶𝑗 —— 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发展机会成本，万元，当𝑅𝐴𝑅𝑗 − 𝑅𝐴𝑅0＜0时，取𝑂𝐶𝑗 = 0； 

 𝑇𝑃𝑈𝑠 —— 单位面积税收收入基准值，当进行省内尺度的核算时，取𝑗县所属的𝑠省的单位

面积地方税收收入，当进行全国尺度的核算时，取𝑗县所属的东/中/西部/东北地

区单位面积地方税收收入，万元/ km2； 

 𝑅𝐴𝑅𝑗 —— 𝑗县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国土面积的比例，%； 

 𝑅𝐴𝑅0 ——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基准值，可根据需要取参与核算区域的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占参与核算区域国土面积的比例，或各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中位数，或

者合理的其他值，%； 

 𝐴𝑗 —— 𝑗县总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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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𝑅𝐼𝑁𝑗 —— 𝑗县居民收入机会成本基准值，由该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参考值的差值、该

县常住人口、该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相乘所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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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纵向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纵向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就相关参数做相应调整。 

C.1  计算基础性补偿资金 

                         𝐵𝐶𝑗 =  𝐵𝑉𝑗 × 𝐴𝑅𝐼𝑗 × 𝐸𝐼𝐶𝑗 × 𝑃𝑉𝐼𝑗                （公式 C.1） 

式中： 𝐵𝐶𝑗 —— 𝒋县的基础性补偿，万元； 

 𝐵𝑉𝑗 —— 以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的50%计，具体计算方法参见附录B，万元； 

 𝐴𝑅𝐼𝑗 —— 𝒋县的面积系数，计算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该县国土面积的比例并进行标准

化处理，量纲一的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𝐴𝑅𝐼𝑗 = 1 +
𝑅𝐴𝑅𝑗−𝑅𝐴𝑅𝑎𝑣𝑟

𝑅𝐴𝑅𝑚𝑎𝑥−𝑅𝐴𝑅𝑚𝑖𝑛
               （公式C.2） 

式中： 𝑅𝐴𝑅𝑗 —— 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当𝑅𝐴𝑅𝑗≤𝑅𝐴𝑅𝑎𝑣𝑟时

 𝐴𝑅𝐼𝑗=1； 

 𝑅𝐴𝑅𝑎𝑣𝑟 —— 全国或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国土面积比例，%； 

 𝑅𝐴𝑅𝑚𝑎𝑥 —— 全国或全省各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国土面积比例的最大值，%； 

 𝑅𝐴𝑅𝑚𝑖𝑛 —— 全国或全省各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国土面积比例的最小值，%； 

 𝐸𝐼𝐶𝑗 —— 𝑗县的主导生态功能重要性系数，为j县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生态功能重要性区

位商，量纲一的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𝐸𝐼𝐶𝑗 = 1 +
𝐸𝐼𝐶

𝑗

′
−𝐸𝐼𝐶

𝑚𝑖𝑛

′

𝐸𝐼𝐶𝑚𝑎𝑥

′
−𝐸𝐼𝐶

𝑚𝑖𝑛

′
                         （公式C.3） 

𝐸𝐼𝐶
𝑗

′
= ∑ 𝑒𝑖𝑐𝑖𝑗

𝑛
𝑖=1 , 𝑒𝑖𝑐𝑖𝑗＞1                       （公式C.4） 

𝑒𝑖𝑐𝑖𝑗 =
𝑒𝑐𝑟𝑖𝑗/ ∑ 𝑒𝑐𝑟𝑖

𝐸𝐶𝑅𝑖/ ∑ 𝐸𝐶𝑅𝑖
                           （公式C.5） 

式中： 𝐸𝐼𝐶
𝑗

′
 —— 𝑗县生态功能重要性区位商，量纲一的量； 

 𝐸𝐼𝐶
𝑚𝑖𝑛

′
 —— 参与计算范围内各县生态功能重要性区位商最小值，量纲一的量； 

 𝐸𝐼𝐶𝑚𝑎𝑥

′
 —— 参与计算范围内各县生态功能重要性区位商最大值，量纲一的量； 

 𝑒𝑖𝑐𝑖𝑗 —— 𝑗县第𝑖项生态功能重要性区位商，量纲一的量； 

 𝑒𝑐𝑟𝑖𝑗 —— 𝑗县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结果，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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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𝐸𝐶𝑅𝐼𝑖𝑗替代，量纲一的量； 

 𝐸𝐶𝑅𝑖 —— 全国或全省的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结果，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

术指南》评估的全国或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𝐸𝐶𝑅𝐼𝑖替

代，量纲一的量； 

 𝑃𝑉𝐼𝑗 —— 𝑗县的居民生活水平指数，根据𝑗县农村低收入人口发生率与全国或全省水平

的比较确定，量纲一的量，计算公式如下： 

                       𝑃𝑉𝐼𝑗 = 1 +
𝑃𝑉𝐼𝑗

′
−𝑃𝑉𝐼𝑚𝑖𝑛

′

𝑃𝑉𝐼𝑚𝑎𝑥
′

−𝑃𝑉𝐼
𝑚𝑖𝑛

′
                       （公式 C.6） 

                         𝑃𝑉𝐼𝑗
′

=
𝑃′/𝑃𝑡𝑜𝑡𝑎𝑙

′

𝑃/𝑃𝑡𝑜𝑡𝑎𝑙
                           （公式 C.7） 

式中： 𝑃𝑉𝐼𝑗
′

 —— 𝑗县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原始值，量纲一的量； 

 𝑃𝑉𝐼𝑚𝑖𝑛

′
 —— 全国或全省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原始值最小值，量纲一的量； 

 𝑃𝑉𝐼𝑚𝑎𝑥
′

 —— 全国或全省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原始值最大值，量纲一的量； 

 𝑃′ —— 𝑗县农村低收入人口，根据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月收入

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为低收入群体，根据官方发布标准适时调整，万人； 

 𝑃𝑡𝑜𝑡𝑎𝑙

′
 —— 𝑗县总人口，万人； 

 𝑃 —— 全国或全省农村低收入人口，万人； 

 𝑃𝑡𝑜𝑡𝑎𝑙 —— 全国或全省总人口，万人。 

C.2  计算激励性补偿资金 

对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的县给予奖励，根据某县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改善程

度确定，如果没有改善，MC=1，公式如下： 

                       𝑀𝐶𝑗 = 𝐵𝑉𝑗 × (
𝑥
本年

𝑥
上年

− 1)                      （公式 C.8） 

式中： 𝑀𝐶𝑗 —— 𝑗县的激励性补偿，万元； 

 𝐵𝑉𝑗 —— 以𝑗县生态保护红线维护直接成本的50%计，万元； 

 𝑥本年 —— 𝑗县本年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结果，量纲一的量； 

 𝑥上年 —— 𝑗县上年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结果，量纲一的量。 

C.3  计算纵向生态补偿资金总额 

𝑗县应获得的纵向生态补偿资金𝐶
总
为： 

𝐶
总

= 𝐵𝐶𝑗 + 𝑀𝐶𝑗                            （公式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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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横向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横向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就相关参数做相应调整。

计算和判断均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单位，使用数据原则上应保持年份的一致性。 

D.1  计算各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 

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的某种主导生态功能占该县生态功能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平均值

的水平，乘以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该主导生态功能占比水平，其乘积之和可以视为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功能在全国尺度或区域尺度上的相对外溢比例，代表各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在全国或区域尺度上的

辐射效应均应得到补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取值参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评估的

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生态功能评价指数（ECRI）。 

𝑉𝑗 = ∑ [(𝑒𝑖𝑐𝑖𝑗 − 1) ×𝑘
𝑖 𝐸𝐶𝑅𝑖/ ∑ 𝐸𝐶𝑅𝑖]                   （公式D.1） 

式中： 𝑉𝑗  —— 𝑗 县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 

 𝑒𝑖𝑐𝑖𝑗 —— 𝑗 县第𝑖项生态功能重要性区位商，仅当𝑒𝑖𝑐𝑖𝑗＞1时需参与本式计算，计算方

法参见公式C.5，量纲一的量； 

 𝐸𝐶𝑅𝑖 —— 全国或全省的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结果，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

指南》评估的全国或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第𝑖项生态功能评价指数值𝐸𝐶𝑅𝐼𝑖替代，

量纲一的量。 

D.2  计算各县级政府应获得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以下核算仅针对𝑉𝑗计算结果大于 0 且𝑂𝐶𝑗计算结果不为 0 的县级行政单元进行。根据各县生态保护红线

维护发展机会成本，乘以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计算得到各县级政府应得到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继而

汇总得到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 

𝑊𝑗 = 𝑉𝑗 × 𝑂𝐶𝑗                           （公式 D.2） 

𝐹𝑠 = ∑ 𝑊𝑗                             （公式 D.3） 

𝐹总 = ∑ 𝐹𝑠                             （公式 D.4） 

式中： 𝑊𝑗 —— 𝑗县应得到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万元； 

 𝑂𝐶𝑗 —— 𝑗县政府的生态保护红线维护机会成本，万元； 

 𝑉𝑗 —— 𝑗县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 

 𝐹𝑠 —— 𝑠省应得到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和，万元； 

 𝐹总 —— 参与核算所有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万元。 

D.3  计算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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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核算针对所有参与核算的县级行政单元进行。 

根据衡量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以及税收收入构建财力指数𝑇𝑗，以体现作为生态保护红线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支付主体的县级行政单元的人均及整体财力水平，并作为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标准的

计算依据。 

𝑇𝑗 = (1 +
𝑃𝑅𝑗

𝑃𝑅
× ln

𝑃𝑅𝑗 𝑃𝑅⁄

𝑃𝑗 𝑃⁄
) × 𝑃𝑅𝑗                 （公式 D.5） 

式中： 𝑇𝑗 —— 𝑗县的财力指数，量纲一的量； 

 𝑃𝑅𝑗 —— 𝑗县的税收收入，万元； 

 𝑃𝑅 —— 𝑉𝑗 = 0的县域的税收收入之和，万元； 

 𝑃𝑗 —— 𝑗县人口数量，万人； 

 𝑃 —— 𝑉𝑗 = 0的县域总人口数量之和，万人。 

根据财力指数𝑇𝑗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𝑉𝑗，可以计算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𝐼𝑗，认

为𝑇𝑗越大、𝑉𝑗越小，该县级行政单元需承担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比例越高。 

𝐼𝑗 = (𝑇𝑗/𝑉𝑗) ∑(𝑇𝑗⁄ /𝑉𝑗)                         （公式 D.6） 

式中： 𝐼𝑗 —— 𝑗县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量纲一的量； 

 𝑇𝑗 —— 𝑗县的财力指数，量纲一的量； 

 𝑉𝑗 —— 𝑗县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外溢调整比例，%。 

D.4  计算各县级政府应承担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根据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以及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可以计算各县级行政单元应承担的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在省级层面上，某省应支付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为省内所有县级行政单元应支付的横

向生态补偿资金之和。 

𝑑𝑗 = 𝐹总 × 𝐼𝑗                      （公式 D.7） 

𝐷𝑠 = ∑ 𝑑𝑗                        （公式 D.8） 

式中： 𝑑𝑗 —— 𝑗县应承担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万元； 

 𝐹总 —— 参与核算所有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万元； 

 𝐼𝑗 —— 𝑗县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担系数，量纲一的量； 

 𝐷𝑠 —— 𝑠省应承担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和，万元； 

 ∑ 𝑑𝑗 
—— 𝑠省范围内所有生态保护红线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支付主体县级行政单元应支付的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总和，万元。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