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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但

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对于其资源化再利用在减少北京市环境污染成本估算尚显不足。本文从

该角度，对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减少的北京市环境成本进行测算。具体，在对园林绿化废弃物 2012

年的理论资源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防护费用法、市场估价法、假想市场法、预防性支出法分别对自

然资源耗减的成本、土地的使用价值、残余物排放成本、环境恢复成本进行估值；同时，应用企业期望收

益贴现法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污染成本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在其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可以节约人类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LWPC）17.91 亿元，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污染成本（SDPC）4.45 亿元。可

见，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对于减少北京市环境污染成本，建设循环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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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waste catches 

attentions. There are many studies about the technologies, bu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gaps to analysis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green waste recycling in reducing the pollution cos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is the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sts. Firstly we forecast the amount of green waste in 2012. Then we apply the cost 

method of protection, market valuation method, hypothetical market approach, preventive expenditure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the cost of land, the residue discharge costs and costs of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separately; Mean while, we use enterprise expected revenue discounting method to ass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lution costs. On the hypothesis of full use of green waste,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recycling of green waste reduces 1.79 billion costs on the living waste pollution costs and alleviates 0.45 billion 

cos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lution costs. So, the recycling of green wast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reducing Beijing̀ s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st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building recycles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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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园林绿化废弃物是指在城市绿化美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枯枝、落叶、草屑、花瓣及其它绿

化修剪物等
[1]
。目前，由于经济、技术和认识水平等所限，园林绿化废弃物在中国各大城市

仍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其中大部分随生活垃圾一起进行填埋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如

何处理已经成为北京市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园林绿化废弃物资

源化再利用的技术处理层面和产业发展模式展开，对于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研究

多为描述性分析，缺少量化研究。因此，笔者通过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方法[2]，对园林绿化废

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减少北京市环境成本进行测算。首先采用预测法，对园林绿化废弃物 2012

年的理论资源量进行估算。然后应用防护费用法、市场估价法、假想市场法、预防性支出法

分别对自然资源耗减的成本、土地的使用价值、残余物排放成本、环境恢复成本进行估值，

通过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对于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采取了进行测定。同时，

应用企业期望收益贴现法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进行测定。最后，提出了北

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建议。 

二、环境污染成本测算 
环境污染成本又称经济过程中的环境投入，是指与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产实际或潜在

恶化有关的成本，用于表现经济活动过程利用自然资源付出的代价，以此反映自然资产使用

价值[3]。具体反映两方面的内容：①人类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经济、社会活动资源而加以开发

利用所引起的环境问题；②人类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因此，可将园林绿

化废弃物的环境污染成本分为两类：①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Living Waste 

Pollution Costs，LWPC），反映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各要素的相互影响；②可持续发展意义上

的环境污染成本（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lution costs，SDPC），反映造成的自然环境的

破坏对后代人类发展能力的影响。环境污染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𝑃𝐶 = 𝐿𝑊𝑃𝐶 + 𝑆𝐷𝑃𝐶（1） 

式中：PC 为环境污染成本；LWPC 为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单位：元；

SDPC 为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单位：元。 

环境污染成本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各个领域，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

成本（LWPC）可用市场价值估计，然而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SDPC）由于

未充分市场化，因此只能参考市场价值或者采用非市场价值计量[4]。 

（一）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LWPC）测算 

对于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本文采取用户价值的计量方法。用户价值

（USER VALUE，USV）是指自然资源被人类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可借助市场价值估算。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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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USV 为用户价值，单位：元；i 分别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土地资源使用价值，

残余物排放成本，环境恢复成本（i=1,2,3,4）。 

环境污染成本包括实际环境污染成本和虚拟环境污染成本。实际环境污染成本是指避免

和弥补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危害所实际付出的成本，包含了防卫成本、恢复成本和反应成本[5]。

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实际环境污染成本不可能充分估算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所以较

少使用。因此估算园林绿化废弃物的环境成本应采用虚拟环境污染成本的概念。参照联合国



《环境经济综合核算》[6]的标准，将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虚拟环境污染成本分为自然资源耗减

的成本（USV1）、土地的使用价值（USV2）、残余物排放成本(USV3)和环境恢复成本(USV4)。

这四个成本概念均可以采用用户价值衡量。分别测算如下：

 1、 自然资源耗减成本（USV1）： 

本文采用直接市场法中的防护费用法测算 USV1。防护费用是指应用于为维护和保持环

境质量而付出的费用，即以园林绿化废弃物未资源化利用的相关废弃物处理成本。公式如下：

 
1USV Q C  （3） 

式中：Q 为 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总量，单位：吨；C 为园林绿化废弃物

处理成本，单位：元/吨； 

目前，对于 Q 的测算并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借助苏贤明（2010）的研究结论
[7]
，结合

《北京市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 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量 Q 进行测算，

结果为 527.83 万吨，相见表 1。 

 

表 1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量预测表 

年份   绿化覆盖率（%） 理论资源量（万吨） 

2010 45 515.24 

2011 45.6 522.11 

2012 46.1 527.83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此外，通过实地调研，2012 年北京市垃圾处理基准费用标准核定为 153 元/吨。因此，

C=153 元/吨。据此，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资源耗减成本为 80758.10 万元。 

2、 土地使用价值（USV2） 

本文采用市场估价方法，结合园林绿化废弃物填埋所侵占的土地价值测算 USV2。计算

公式如下： 

2USV lQ C

q

 
 （4） 

式中： 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容重，单位：吨/立方米；Q 为 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

物资源总量，单位：吨； lC 为垃圾填埋空间价值，单位：元；q 为垃圾填埋率，单位：%。 

据调研数据显示，用现有垃圾处理厂每立方米填埋空间的土地成本衡量垃圾填埋空间价

值， lC 为 100 元/立方米，园林绿化废弃物容重为 0.4 吨/立方米，填埋率 q 为 70%。因此，

当园林绿化物得到充分利用后，北京市可节约垃圾填埋空间约 923 万立方米，园林绿化废弃

物产生的土地使用价值耗减为 92370.37 万元。 

3、 残余物排放成本（USV3） 

本文采用假想市场法评估法测算 USV3。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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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式中：Q 为 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总量，单位：吨； 为每年园林绿化废



弃物燃烧量与总量之比，单位：%；为碳原子质量百分数，单位：1； 为氧化率，单位：%；

2com 为二氧化碳的质量分数，单位：1；
cm 为碳的质量分数，单位：1；

aC 为二氧化碳排放

成本，单位：元。 

通过实地调查可知，北京市每年通过燃烧处理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占总量的 2%；碳原子

质量百分数 40% ；氧化率 85%；二氧化碳和碳原子换算关系为 44：12；此外，以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为参考，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每多排放一吨缴纳罚款为 40 欧元[8]。因此，园林绿

化废弃物充分利用可减排温室气体 13.16 万吨/年，节约残余物排放成本 5264.23160 万元。 

4、 环境恢复成本(USV4) 

本文采用采用预防性支出法，将政府自愿为消除或减少园林绿化废弃物的有害影响而承

担的费用数额作为环境质量的最低值估算 USV4，具体以每年为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增加的

环卫投资额来衡量。据调查，北京市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方面的环卫投资增加额至少为 765

万元。因此，园林绿化废弃物的环境恢复成本可达 7650000 元。 

由式（2）可得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LWPC），具体见表 2： 

 

表 2 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虚拟环境污染成本表 

成本项目 符号 货币成本 

自然资源耗减的成本 USV1 807,580,984.77 

土地使用价值 USV2 923,703,740.75 

残余物排放 USV3 52,642,316.04 

环境恢复成本 USV4 7,650,000.00 

人类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 LWPC 1,791,577,041.56 

 

（二）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成本（SDPC）测算 

本文采取选择价值计量方法测算 SDPC。选择价值（Option Value，OPV）是指保护自然

资源在未来使用而支付的订金，应等于被污染破坏的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选择价

值。在资源经济学中，选择价值往往取决于投资者的意愿，在此用企业投资园林绿化废弃物

的期望收益（EPV）来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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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式中：SDPC 为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污染成本，单位：元；OPV 为被污染破坏的自然资源

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选择价值，单位：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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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OPV 为被污染破坏的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选择价值，单位：元； iEPV

为该投资的期望收益，单位：元；r 为投资人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单位：%；k 为投资期限，

单位：年。 

决定废弃物能否向再生资源转变的重要因素是其是否具有经济效益，企业和个人在选择

是否利用废弃物时，均会考虑收益和成本问题 [9]。结合调研数据，对企业的期望收益进行

估算，具体见表 3： 

 



 

 

                       表 3 预计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建设投资 -300                   

2.流动资金                      

3.总投资（1＋2） -300                    

4.收入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5.支出（不含投资）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6.净收入（4-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累计净现金流量 -300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注：在废弃物消纳量 1 万吨/年、企业生产能力 3500 吨、销售价格 600 元/立方米的基础上进行估算。 

数据源于实地调查。 

 

我们采取净现值衡量投资的期望收益。当贴现率为 12%时，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 2.85

年，前 10 年净现值 NPV=261.85（万元）。若园林绿化废弃物全部资源化利用，则 

iEPV
Q

NPV
n

  (8) 

式中： iEPV 为该投资总的净现值，单位：元； NPV 为上述园林绿化废弃资源化处理

厂的投资净现值；Q 为 201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总量，单位：吨；n 为上述园林

绿化废弃资源化处理厂的资源消纳量。 

由上式可计算出 iEPV =1382124712 元，即 13.8 亿元。据式（6）-（7）可知，

OPV=445007166.7 元，SDPC=445007166.7 元。即环境污染成本 PC=2236584208.30 元，即

22.36 亿元。因此，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减少北京市环境成本总额达 22.36 亿元，

可见将其资源化利用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极强的外部性。 

三、措施建议 
我国对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正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链条尚未形成。园林绿化废

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应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绿化管理单位为参与主体、企

业为带动龙头的全方位发展的循环经济体系。 

（1）提高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成本，增强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成本优势。我

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把环境作为经济要素进行合理定价和有偿使用。商品的市

场价格形成机制中未充分考虑环境成本要素，使得我国产品的低价格建立在日益严重的环境

污染代价之上。致使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不具有比较优势。因

此，北京市应作为试点城市，提高环境污染物排放成本，使排放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

而使排放废弃物作为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价格要素之一，从而把循环利用废弃物转

变为企业降低环境使用成本一个经济途径，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 

（2）降低园林绿化废弃物利用成本，提升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再利用的技术优势。园

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需要较为复杂的技术处理过程，成本投入较高。北京现有的园林

绿化废弃物处理企业多为政府出资，如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礼贤生物质燃料厂等。对

企业而言，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为社会带来了环境效益，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但通过对

多家企业的调查来看，其经济效益很低。因此，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北京市政



府应通过外部效益内部化的方式对企业给予一定补偿和支持，如采取减免税费优惠，技术研

发支持等，降低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成本，提高再生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 

（3）降低园林绿化废弃物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开发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园林绿化

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具有正外部性，为使这种外部效益最大化。首先，北京市政府应通过政

府绿色采购、同等条件下市场准入优先等政策，优先选择循环经济产品，降低循环经济产品

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应免费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服务指导等支持，降低其发

展的技术和市场信息搜索成本。最后，北京市政府应投资建设园林绿化废弃物回收的基础设

施和网络体系，为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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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对于减少北京市环境污染成本，建设循环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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