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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指导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

本指南附录 A和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清华大学。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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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

本指南适用于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本指南不适用于因核与辐射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007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版）（环办〔2014〕90号）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司发通〔2007〕7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指鉴定评估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调查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果

关系，评估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

基线并补偿期间损害的恢复措施，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过程。

3.2 生态环境损害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3.3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

指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为人类提供的惠益。

3.4 生态环境基线 eco-environmental baseline

指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未发生时，评估区域内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

3.5 期间损害 interim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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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态环境损害开始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的期间，生态系统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

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

3.6 生态环境恢复 eco-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采取各项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将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

复至基线水平，同时补偿期间损害。按照恢复目标和阶段不同，生态环境恢复可包括基本恢

复、补偿性恢复和补充性恢复。

3.7 基本恢复 primary restoration

指采取自然恢复或人工恢复措施，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水

平。

3.8 补偿性恢复 compensatory restoration

指采取各项恢复措施，补偿生态环境期间损害。

3.9 补充性恢复 complementary restoration

指基本恢复或补偿性恢复不能完全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及生态服务时，采取各项弥补性

的恢复措施，使生态环境及生态服务恢复到基线水平。

3.10 永久性损害 permanent damage

指受损生态环境及其功能难以恢复，其向公众或其它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完全丧

失。

4 总则

4.1 鉴定评估原则

4.1.1 合法合规原则

鉴定评估工作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禁止伪造数据和弄虚作假。

4.1.2 科学合理原则

鉴定评估工作应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鉴定评估工作方案中应包含严格

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4.1.3 独立客观原则

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人员应当运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独立客观地开展鉴定评估，不受

鉴定评估委托方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4.2 鉴定评估内容

4.2.1 鉴定评估范围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时间范围以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日期为起点，持

续到受损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为止。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空间范围

的确定可以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和模型预测等方法，依据污染物的迁移

扩散范围或破坏生态行为的影响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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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鉴定评估事项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以及生态环境

损害情况；鉴定污染物性质；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性质、类型、范围和程度；计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筛选并给出推荐

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计算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

4.3 鉴定评估工作程序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包括鉴定评估准备、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因果关系分析、生

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报告编制和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鉴定评

估实践中，应根据鉴定评估委托事项开展相应的工作，可根据鉴定委托事项适当简化工作程

序。必要时，针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关键问题，开展专题研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基本工作程序见图 1。

4.3.1 鉴定评估准备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座谈走访、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式，掌握污染环境

和破坏生态行为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确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

容和范围，筛选特征污染物、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编制鉴定评估工作方案。

4.3.2 损害调查确认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以及生态环境

损害状况调查或相关资料收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应编制调查方案，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的目标、内容、方法、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并进行专家论证。

4.3.3 因果关系分析

基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调查结果，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

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4.3.4 损害实物量化

对比受损生态环境状况与基线的差异，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计算生态环境

损害实物量。

4.3.5 损害价值量化

选择替代等值分析方法，编制并比选生态环境恢复方案，估算恢复工程量和工程费用，

或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4.3.6 评估报告编制

编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意见）书，同时建立完整的鉴定评估工作档案。

4.3.7 恢复效果评估

跟踪生态环境损害基本恢复和补偿性恢复的实施情况，开展必要的调查和监测，评估生

态环境恢复措施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决定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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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鉴定评估报告（意见）书编制总体要求

鉴定评估机构应根据委托方要求，编制鉴定评估意见书或鉴定评估报告书。鉴定评估意

见书包括生态环境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分析、生态环境损害量化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

涉及的特别事项等，鉴定评估报告书的格式和内容要求参见附录 A。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目的的，报告书格式参见《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应编制独立的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报告。

5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

5.1 收集分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相关资料，开展现场踏勘和采样分析等，掌握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基本情况。

5.1.1 明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频

率、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过程、排放总量等情况。

5.1.2 掌握乱捕滥猎、乱砍滥伐、毁林造田等破坏生态行为的破坏方式、破坏对象和影响范

围等情况。

5.1.3 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产生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路径、途径和机制，如特征污

染物排放导致环境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损害，并进一步造成生物损害的

路径、途径和机制。

5.2 收集分析生态环境损害的相关材料，确定生态环境基线，开展生态调查、环境监测、遥

感分析、文献查阅等，确认评估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线相比是否受到损害，识别生态环境损害

的类型。

5.2.1 基线的确定方法包括：

a) 利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确定基线，数据

来源包括历史监测、专项调查、学术研究等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历史数据；

b) 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确定基线，即“对照区域”

数据。“对照区域”应与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等具有可比性；

c) 利用模型确定基线。可考虑构建环境污染物浓度与种群密度、物种丰度等生态环境

损害评价指标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来确定基线；

d) 参考环境基准或国家和地方发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如 GB 3095、GB 3096、GB 3097、
GB 3838、GB 10070、GB 11607、GB 15618和 GB/T 14848等确定基线。

5.2.2 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充分时，优先选择 5.2.1 a）和 5.2.1 b）确定基线，如果 5.2.1 a）
和 5.2.1 b）不可行，可考虑选择 5.2.1 c）和 5.2.1 d）确定基线。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不充分

时，可综合采用不同基线确定方法并相互验证。

5.2.3 生态环境损害确认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a) 评估区域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

基线 20%以上；

b) 评估区域指示物种种群数量或密度降低，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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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估区域指示物种种群结构（性别比例、年龄组成等）改变，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

计学显著差异；

d) 评估区域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e) 评估区域植被覆盖度降低，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f) 评估区域生物物种丰度减少，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g) 评估区域生物体外部畸形、骨骼变形、内部器官和软组织畸形、组织病理学水平损

害等发生率增加，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h)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其他情形。

6 因果关系分析

6.1 因果关系分析应以存在明确的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为前提。

6.2 污染环境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因果关系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物（污染源、环

境介质、生物）的同源性分析、污染物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和生

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

6.2.1 调查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污染环境或

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应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

6.2.2 环境污染物的同源性分析。采样分析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的成分、浓度、

同位素丰度等，采用稳定同位素或放射性同位素和指纹图谱等技术，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判

断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是否具有同源性。

6.2.3 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分析评估区域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条

件，判断是否存在污染物从污染源迁移至环境介质最后到达生物的可能。建立环境污染物从

污染源经环境介质到生物的迁移路径假设，识别划分迁移路径的每一个单元，利用空间分析、

迁移扩散模型等方法分析污染物迁移方向、浓度变化等情况，分析判断各个单元是否可以组

成完整的链条，验证迁移路径的连续性、合理性和完整性。

6.2.4 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识别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暴露介质、暴露途径和暴露方

式，结合生物内暴露和外暴露测量，分析判断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可能性。

6.2.5 生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和毒理实验等方法，分析污染

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关联性，阐明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可能的作用机理；建

立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剂量-反应关系，结合环境介质中污染物浓度、生物内暴

露和外暴露量等，分析判断生物暴露水平产生损害的可能性。

6.2.6 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的影响，并阐述因果关系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性。

6.3 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主要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样方

调查和生态实验等方法，阐明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的作用机制，建立破坏

生态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生态链条，分析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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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7.1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内容

7.1.1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目的、适用条件、资料完备程度等情况，选择适当的实物量化指

标、方法和参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损害，一般以特征污染物浓度为量化指标；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损害，一般选择指示物种种群密度、种群数量、种群结构、植被覆盖度等指标作为量

化指标。

7.1.2 比较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前后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确定生态环境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的时间、体积和程度等变量和因素。

7.1.3 比较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后生物种群数量、密度、结构等的变化，确定生

物资源或生态系统服务超过基线的时间、面积和程度等变量和因素。

7.2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方法

7.2.1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统计分析、空间分析、模型模拟。

7.2.2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过程中应综合利用 7.2.1所列方法，并对不同方法量化结果的不

确定性进行分析。

8 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筛选与价值量化

8.1 恢复方案筛选与价值量化内容

8.1.1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主要根据将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需要开展的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

的费用进行计算，同时，还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开始发生至恢复到基线水平的期间损害。

8.1.2 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筛选应遵循以下程序和要求：

a) 应首先确定生态环境恢复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和恢复策略；

b) 应综合考虑恢复目标、工作量、持续时间等因素，制定备选基本恢复方案；

c) 估计备选基本恢复行动或措施的实施范围、恢复规模和持续时间等，选择适宜的替

代等值分析方法，评估期间损害，计算补偿性恢复行动工程量，制定补偿性恢复方

案；

d) 综合采用专家咨询、费用-效果分析、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备选生态环境恢复方案

进行筛选。筛选应重点考虑备选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的时间与经济成

本，兼顾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技术可行性、公众可接受性、环境安全性、可持

续性等因素，筛选比对后确定最优基本恢复和补偿性恢复方案；

e) 在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时，如果既无法将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也没有可

行的补偿性恢复方案弥补期间损害，或只能恢复部分受损的生态环境，则应采用环

境价值评估方法对生态环境的永久性损害进行价值评估，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8.1.3 生态环境恢复费用，按照国家工程投资估算的规定列出，包括：工程费、设备及材料

购置费、替代工程建设所需的土地、水域、海域等购置费用和工程建设费用及其他费用，采

用概算定额法、类比工程预算法编制。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后，为减轻或消除污染对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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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而发生的阻断、去除、转移、处理和处置污染物的污染清理费用，以实际发生费用为

准，并对实际发生费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8.2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

8.2.1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包括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方法。替代等值分析方

法包括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和价值等值分析方法。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包括

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效益转移法和陈述偏好法。

8.2.2 优先选择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资源为

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或兼具资源与

生态系统服务，采用服务等值分析方法。

8.2.3 如果不能满足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条件，可考虑采用价值等

值分析方法。如果恢复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可以货币化，考虑采用价值-价值法；如果恢复

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的货币化不可行（耗时过长或成本过高），则考虑采用价值-成本法。同

等条件下，优先采用价值-价值法。

8.2.4 如果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不可行，则考虑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根据方法的不确定性

从小到大，建议依次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条件允许时可以采用

效益转移法。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见附录 B。

8.2.5 以下情况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a) 当评估生物资源时，如果选择生物体内污染物浓度或对照区的发病率作为基线水平

评价指标，由于在生态环境恢复过程中难以对其进行衡量，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

方法；

b) 由于某些限制原因，生态环境不能通过工程完全恢复，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评估

生态环境的永久性损害；

c) 如果生态环境恢复工程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9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

9.1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内容

9.1.1 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实施后，定期跟踪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情况，全面评估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包括是否正确执行生态环境恢复方案，是否达到生态环境恢复总体目标

和分项目标，恢复行动实施期间是否造成二次污染，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恢复等。如果基本

恢复或补偿性恢复未达到预期效果，应进一步量化损害，制定并筛选补充性恢复方案，具体

参照 7.1、7.2、8.1和 8.2，损害量化内容纳入补充性恢复方案。

9.1.2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需制定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方案，定期进行调查、监测和分析，

包括大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监测，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监测，

水文、地质等相关参数的监测，以及生态系统恢复状况调查。

9.1.3 公开征求公众对恢复行动的意见，调查公众对恢复行动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9.2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方法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方法包括环境监测、生物监测、生态调查和问卷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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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则

本技术指南施行前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推荐方法，与本技术指南不一致的，以本技术指南

为准。



10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A.1 基本情况

写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委托方、委托鉴定评估事项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

写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背景，包括损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和经过；简要说明生

态环境损害发生地的社会经济背景、环境敏感点、造成潜在生态环境损害的污染源、污染物

等基本情况。

A.2 鉴定评估方案

A.2.1 鉴定评估目标

依据委托方委托鉴定评估事项，详细写明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目标。

A.2.2 鉴定评估依据

写明开展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

A.2.3 鉴定评估范围

写明开展本次鉴定评估工作初步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及确定时

空范围的依据。

A.2.4 鉴定评估内容

写明本次鉴定评估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对象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内容（生态环境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分析和损害数额量化等）。

A.2.5 鉴定评估方法

详细阐明开展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技术路线及每一项鉴定评估工作所使

用的技术方法。

A.3 鉴定评估过程与分析

A.3.1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

详细介绍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调查和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方案，包括资料收集、现场

踏勘、座谈走访、采样方案、检测分析、质量控制等过程，写明调查确认结果，包括是否存

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以及行为方式，是否存在生态环境损害及损害类型等。

A.3.2 因果关系分析

详细阐明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鉴定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

间因果关系所依据的标准或条件，以及分析因果关系所采用的技术方法。详细介绍因果关系

分析过程中所依据的证明材料，现场踏勘、监测分析、实验模拟、数值模拟等过程和结果。

写明因果关系分析的结果。

A.3.3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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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明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以

及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所采用的技术方法。给出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的结果，即生态环境损

害的类型、时空范围及损害程度。

A.3.4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

详细阐明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所依据的标准、规范，所

采用的评估方法，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明确界定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的范围，即包括哪

些类型的损害以及每种类型损害量化的构成。对于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如采用基于恢复

目标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应阐述确定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原则与过程，给出生态环境

损害价值量化的结果。

A.3.5 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筛选

详细阐明各备选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工作量、持续时间、实施成本，介绍各方案的有效

性、合法性、技术可行性、公众可接受性、环境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提供数据来源与依据。

A.4 鉴定评估结论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委托事项，写明每一项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结论，包括

生态环境损害确认结论、因果关系分析结论和生态环境损害量化结论。

A.5 特别事项说明

阐明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科学性。明确报告的所有权、使用目的和使用范围。阐明

报告编制过程及结果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

A.6 签字盖章

鉴定人签字，并加盖鉴定评估单位公章。

A.7 附件

附件包括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过程中依据的各种证明材料、鉴定评估实施方案、

现场调查监测方案、现场调查监测报告、实验方案与分析报告等。



12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B.1 直接市场价值法

B.1.1 生产率变动法

生产率变动法也称作观察市场价值法，是利用生产率的变动来评价环境状况变动的方

法。该方法适用于衡量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使用价值，用资源的市场价格和数量信息来估算

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总的效益或损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

B.1.2 剂量-反应法

剂量反应法也称为生产率法或生产要素收入法，将产出与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

资本、原材料）的不同投入水平联系起来。该方法的适用条件有：

a) 环境变化直接导致销售的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产量增加或减少，同时影响明确且

能够观察或根据经验测试；

b) 市场功能完好，价格是经济价值的有效指标。

B.1.3 人力资本和疾病成本法

人力资本法通过环境属性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评估环境属性的价值。通常用因

疾病引起的收入损失或治疗费用表示。

B.2 揭示偏好法

B.2.1 内涵资产定价法

内涵资产定价法又称作享乐价格法，是根据人们为优质环境的享受所支付的价格来推算

环境质量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即将享受某种产品由于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

差别的价值。该方法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空气质量恶化对财产价值的影响。此方法的出发点

是某一财产的价值包含了它所处的环境质量的价值。如果人们为某一地方与其它地方相同的

房屋和土地支付更高的价格，且其它各种可能造成价格差别的非环境因素都加以考虑后，剩

余的价格差别可以归结为环境因素。

B.2.2 避免损害成本法

避免损害成本法指个人为减轻损害或防止环境退化引起的效用损失而需要为市场商品

或服务支付的金额。可用于评估净化的空气和水等非市场商品的价值。

B.2.3 治理成本法

治理成本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治理

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

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

B.3 陈述偏好法

B.3.1 条件价值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4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4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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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价值法也叫做权变评价法或或然估计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用调查技术直接询问人们

的环境偏好。当缺乏真实的市场数据，甚至也无法通过间接的观察市场行为来赋予环境资源

价值时，通常采用条件价值评估（CVM）技术。该技术特别适用于选择价值占有较大比重

的独特景观、文物古迹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B.3.2 选择试验模型法

选择试验模型法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采用问卷为被调查者提供由资源或环境物品的不

同属性状态组合而成的选择集。让被调查者从每个选择集中选出自己最偏好的一种方案，研

究者可以根据被调查者的偏好运用经济计量学模型分析出不同属性的价值以及由不同属性

状态组合而成的各种方案的相对价值。

B.4 效益转移法

效益转移法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是一种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价方法。若非市场资源价值

受时间、空间和费用等条件限制，可适用此方法。效益转移法的适用条件如下：

a) 对参照区的要求：要确定参照区的范围和规模，包括区域人口规模，评估中所需要

的数据需求（如价值的类型：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或总价值）。

b) 对评估区和参照区的相关性的要求：评估区的环境资源的质量（数量）及其变化与

参照区的资源质量（数量）及其预期变化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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