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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现有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将重点放在了多级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设置上 ,因而造成

标准过于繁冗、应用受限的问题。通过考查资源承载力与主体功能区的内在联系 ,将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建立在区域

资源承载力的测度之上 ,构建了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将这一模型运用于长江流域 ,得出如

下结论 :在全国层面上 ,长江上游地区应划为重点开发区 ;在区域层面上 ,重庆、四川为优化开发区 ,云南、贵州为重

点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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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根据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考虑

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

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一规划纲要明确了主体功

能区划分须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基础 ,并在其

基础上来对国土资源进行科学规划 ,强调了须突破传统

行政区域的约束 ,倡导区域分工与协调发展机制的建

立 ,从而在空间格局上使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

境相适应 ,协调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时空上

的耦合。

相对资源承载力是从土地承载力的概念拓展而来 ,

它是“以比具体研究区更大的一个或数个区域 (参照区 )

作为对比标准 ,根据参照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或消费

量、研究区的资源存量 ,计算出研究区域的各类相对资

源承载力”[ 1 ]。这一概念的建立将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和人口都纳入到人地地域系统的考察范围 ,因而相对资

源承载力信息能够深刻地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潜

在能力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主体功能区划要

求自然条件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的有机结合 ,因此 ,信

息量异常庞大 [ 2 ]。这导致在现有的区划研究中标准设

置过于繁冗 ,应用受限。而运用相对资源承载力信息 ,

既能明确各个地区不同的资源环境基础 ,从而得出各个

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 ,为区域划分提供初步参考 ,而且

能够科学地判定各类主体功能区的适度人口容量 ,为有

序地引导人口在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内合

理地迁移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相对资源承载力所蕴

含的信息与主体功能区划分所提出的“建立一套重点突

出、目标明确、简明实用的指标体系 ”这一要求不谋而

合。因此 ,建立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

模型是十分可行的。

长江是沟通我国长三角经济圈、武汉城市圈、成渝

经济圈的天然渠道。这一流域的持续发展对我国 21世

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江上

游与下游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范例。为此 ,作者选取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作为研究

区域。

1　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的构建

1. 1　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选取

虽然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但研

究领域不断拓展。迄今为止 ,其考察的主要领域已扩展

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部分。其中 ,自然资源领域

选取的是与人类活动关系甚为密切的土地资源、水资源

作为指标 ,社会资源选择国内生产总值 ( GDP)为衡量指

标。而具体测算相对承载力的模型主要有算术平均模

型和几何平均模型 2种 ,现表述如下。

1. 1. 1　算术平均模型 [ 3 - 4 ]。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Csp = W lCnpl +W w Cnpw +W eCecp 。 (1)

相对资源经济 ( GDP)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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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 = W lCg l +Ww Cgw 。 (2)

式中 : Csp , Cnpl, Cnpw , Cecp , Csg , Cg l, Cgw分别为相对资源人

口承载力、相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相对水资源人口

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相对资源经济承载

力、相对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相对水资源经济承载力 ;

W l, W w , W e分别为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和经

济资源承载力的权重。

1. 1. 2　几何平均模型 [ 5 ]。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Csp = 3 Cnpl ×Cnpw ×Cecp 。 (3)

相对资源经济 ( GDP)承载力

Csp = Cg l ×Cgw 。 (4)

式中 :变量符号的含义同上 ,而且

Cnpl = Ipl ×Q l =
Po

Q lo
×Q l,

Cnpw = Ipw ×Qw =
Po

Qw o
×Qw ,

Cecp = Ipec ×Q e c =
Po

Q eco
×Q e c ,

Cg l = Ig l ×Q l =
Go

Q lo
×Q l, Cgw = Igw ×Qw =

Go

Ww o
×Q l。

式中 : Ipl, Ipw , Ipec分别为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源人

口承载指数 ; Ig l, Igw 分别为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承载指

数 ; Q l, Qw , Q ec代表研究区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源

量 ; Po , Go分别为参照区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 ; Q lo , Qw o ,

Q eco代表参照区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源量。

以上 2种模型与最初的单一土地资源或水资源相

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相比 ,均实现了向既包括水土资源为

代表的自然资源又包括以 GDP为代表的经济资源的综

合资源承载力的转变 ,同时 ,从单一相对资源人口承载

力转向了人口和经济双重考量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综

合研究 [ 6 ]。可以说 ,这 2种测度模型均较好地体现了相

对资源承载力的内涵。但从模型的数学意义上来分析 ,

这 2种测度模型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算术平均模型

将每一种资源都赋予了相应的权重 ,这一方面反映了人

类认识到各类资源在承载能力上是存在着差异的 ,而且

对于不同地区而言 ,这种能力差异大小也是不同的 ;但

另一方面 ,由于权重的设置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 ,而往

往受到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性影响 ,这种权重间的

差异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各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 ,因

而这一模型的科学性也受到质疑。几何平均值模型则

避开了权重设置这一问题 ,从而使得模型结果更少受到

人为因素的干扰 ,显得更为客观 ,但同时几何平均模型

还存在一个特点 :它的理论值往往小于算术平均值。对

于文中所阐述的 2个模型而言 ,只有当自然资源与经济

资源的匹配性较好的时候 ,几何平均值模型测算结果才

会与算术平均值相近。换言之 ,几何平均值模型对于各

类资源之间的匹配度要求更高。

从所选取的研究区域来看 ,由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

地区差异 ,各个区域间的资源禀赋状况又各有不同 ,因

此 ,若采用后者很可能会导致模型计算的结果偏小 ,与

实际资源承载状况差距过大 ,这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算术平均模型虽存在参数设置问题 ,但现有研究已在这

一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可以借鉴。基于上述考虑 ,拟选

取算术平均模型。

1. 2　模型的构建

将上文所建立的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Csp 和相对资

源经济承载力 Csg 分别与各地区的常住人口数 P和国内

生产总值 Q ec比较 ,可得如下 4种结果。

Ⅰ. P > Csp , Q ec > Csg , 说明该地区现实人口大于资

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 ,现实 GDP值大于资源所能承载的

经济活动量 ,即人口和经济都处于超载状态。因此 ,该

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较高 ,在后一阶段应以优

化产业发展、降低单位 GDP产值所占用的资源和减小人

口压力、实行人口分流措施为主。总体而言应属优化开

发区。

Ⅱ. P < Csp , Q ec > Csg , 说明该地区现实人口小于资

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 ,现实 GDP值大于资源所能承载的

经济活动量 ,即人口有富余 ,经济超载。因此 ,该地区的

人口密度比经济密度压力要小。在后一阶段应以优化

产业发展 ,降低单位 GDP产值所占用的资源和实行适度

的人口流入措施为主。总体而言应属优化开发区。

Ⅲ. P < Csp , Q ec < Csg , 说明该地区现实人口小于资

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 ,现实 GDP值也小于资源所能承载

的经济活动量 ,即人口和经济都处于富余状态。因此 ,

该地区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压力都比较小。在生态环

境较强的区域应该着重开发 ,成为新的经济和人口集聚

高地。而在生态环境较弱的区域应以保护为主 ,适度开

发。总体而言应属重点或限制开发区。

Ⅳ. P > Csp , Q ec < Csg , 说明该地区现实人口大于资

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 ,现实 GDP值又小于资源所能承载

的经济活动量 ,即人口超载 ,经济富余。因此 ,该地区的

经济密度比人口密度压力要小 ,产业结构较为落后 ,基

本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 ,单位 GDP所需要的劳动力较

多而消耗的资源量较大。在后一阶段应以提升产业结

构 ,提高经济资源的人口吸纳能力 ,降低单位 GDP产值

所占用的资源并辅以适度的人口流出措施为主。总体

而言应属重点开发区。

根据上述分类情况 ,以 P /Csp , Q ec /Csg 分别作为 X轴

和 Y轴 ,以比值 1,即 P = Csp , Q ec = Csg 这一临界状态作

为原点 ,建立了包含相对资源承载力信息的直角坐标

系。该坐标系的 4个象限与上文所论述的 4种情况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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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将某区域逐年的相关数据依次投点在这一坐标系

中 ,不仅可以直观地根据数据落入何象限从而迅速对该

地区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分 ,同时对比多年的数据还可以

观察出该地区主体功能的走势和变化。这一套直角坐标

系和判断方法即为本文所建立的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

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 (图 1)。需要注意的是 ,为使数据

投点相对分散、利于观察 ,可视具体情况将 X轴和 Y轴变

量的取值做相应变化。该文下一部分即是以 log2 ( P /Csp )

和 log2 (Q ec /Csg ) 作为 X轴和 Y轴变量。

图 1　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

F ig. 1　D iv ision m odel of developm en t pr ior ity

zones ba sed on rela tive carry ing capac ity of resources

2　实证分析

2. 1　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所应用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

型主要由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源三大要素构成。

参照相关的研究和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 ,选取在

土地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耕地面积来反映土地资源

的状况 ,用地区水资源总量 (包括地表和地下水 )来反映

水资源状况 ,并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 GDP)来反映经济

资源状况 ,因为 GDP作为经济的总体量度能够涵盖最大

范围的经济信息 [ 7 ]。在各地区人口数这个指标上 ,选取

的是各地区常住人口数 ,因此能比户籍人口数更为客观

和真实地反映各地区资源的人口承载状况。需要说明

的是 , 2001—2004年的人口数是在 2000年的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上调整而来 , 2005年后的数据是以 2005年全

国 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的推算 ,因此 ,这

2个阶段的数据不能直接进行对比。考虑到数据的完整

性和统一性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 2003—2008年的《中国

统计年鉴》。

在权重值的设定上 ,采用了大多数研究的观点 ,取

值如下 [ 1, 7 - 8 ]
: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Csg = 0. 25 Cnpl + 0. 25 Cnpw + 0. 5 Cecp 。 (5)

相对资源经济 ( GDP)承载力

Csp = 0. 5 Cg l + 0. 5 Cgw 。 (6)

2. 2　长江上游与下游地区主体功能区划分

按照大多数研究的地域界定 ,并考虑到数据的完整

性 ,长江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一

市 ,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二省一市。通过运

用公式 (5)和 (6) ,在模型上投点得到如图 2的结果。从

图 2可以看到 ,长江上游地区投点落入第 Ⅳ象限 ,长江

下游地区投点落入第 Ⅱ象限。对照主体功能区划分模

型 ,若以全国现实平均水平作为衡量标准 ,长江上游地

区应划分为重点开发区 ,而长江下游地区应是优化开发

区 ,这一划分结果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图 2　长江上游与下游地区主体功能区划分图

F ig. 2　D iv ision of developm en t pr ior ity zone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将长江上游与下游地区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两类地

区的不同自然属性。上游地区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是

优于下游地区的 ,这反映出长江上游地区主要作为水土

涵养、资源保护区的性质。而下游地区自然资源相对缺

乏 ,只有依靠大力发展经济 ,努力提高这一地区的相对

经济资源承载力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事实上 ,正是长

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承载力远远高于上游地区 ,因

此 ,该区域现时人口处于略富余的状态。这反映出了下

游地区主要发挥经济高地、人口集聚的功能。长江上游

与下游地区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长

江流域乃至全国中的定位各有侧重。上游地区在发展

经济时应注重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 ,下游

地区则应强调发挥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作用 ,应鼓励

长江上游地区人口向下游适度迁移。

2. 3　长江上游地区各省区主体功能区划分

长江上游地区整个区域在国家层面上应属于重点

开发区 ,但在区域内部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各省区

之间 ,采用公式 (5)、(6)对其进行投点 ,又可以得到如图

3的结果。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四川、云南、贵州的相

对资源承载力分别落入 Ⅰ, Ⅲ, Ⅳ象限 ,而重庆市的相对

资源承载力则逐年由第 Ⅰ象限运动到第 Ⅱ象限。这意

味着以近两年的数据来判断 ,长江上游 4个省区内部的

资源禀赋条件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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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上游地区主体功能区划分图

F ig. 3　D iv ision of developm en t pr ior ity

zon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具体来说 ,在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分布上 ,四川和贵州

两省为超载地区 ,云南为富余区 ,重庆则逐步由人口超

载区向人口富余区演进。在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分布

上 ,重庆和四川为富余区 ,云南和贵州为超载区。这为

我们在长江上游地区内部进行人口和产业布局调整提

供了很好的思路。四川作为“双超载 ”地区 ,在长江上游

地区属优化开发区范畴。相对于其他 3个省市而言 ,四

川省开发历史较为悠久、工商业基础较为健全 ,即使近

些年外出打工人数呈逐年增多之势 ,但到 2007年末人口

仍达 8 127万 ,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高地。重庆市在

升格为中央直辖市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猛 ,相对资

源人口承载力逐年增强 ,区域集聚作用愈发明显 ,因此 ,

川渝地区理应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发展的龙头 :一方面做

好与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产业对接 ,形

成良性互动的流域经济 ;另一方面 ,凭借三峡工程移民

的契机 ,实现人口随产业分布 ,为西部大开发和打造“成

渝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奠定良好基础。云南和贵

州两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且从动态来看 ,相对资源人

口承载力存在逐年减弱的趋势 ,这意味着两省必须着力

抓好经济建设 ,通过引导产业发展来壮大地区经济实

力 ,通过积累地区的经济资源来增强相对资源的人口和

经济承载力。

3　结果与讨论

在比较现有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算术平均模型和几

何平均模型的优缺点和使用范围后结合文章的研究区

域 ,选择了前者 ;并在前人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相对资

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运用这一模型得到

如下划分结果 :在全国层面上 ,长江下游地区为优化开

发区 ,长江上游地区为重点开发区 ;在长江上游区域层

　

面上 ,重庆市、四川省为优化开发区 ,云南省、贵州省为

重点开发区。按照这一模型 ,针对各区域不同的资源禀

赋条件和现实发展状况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应该说 ,

文中所提出的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

模型具有操作性强、结果直观、动态显示的优点 ,并在长

江流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分析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

况 ,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但这一模型还存在如下一些

问题 :一是相对资源承载力算术平均模型的权重选择值

得商榷。所确定的自然资源内部、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

之间的权重是参考了众多其他研究者的结论 ,虽然这一

权重值应用广泛 ,但毕竟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其科学性

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相对资源承

载力的方向。二是创立的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

功能区划分模型划分标准建立在测度相对资源承载力

时所选择的参照区上。参照区的选择不同会引致不同

的结果 ,这在文中也有体现。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扩宽

了该模型的适用范围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则将考察重点

放在了资源禀赋的数量上 ,而将对质量的考察暗含在对

参照区的选择上 ,这导致该模型对于研究的目标区域具

体的生态环境质量考虑不足 ,因而不能建立模型中 4个

象限与 4种主体功能区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也是需要改

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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