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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ternality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using gamble theory. Firstly, the authors
summarize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dilemmas faced by the western region of our country. Then,
the externality of proje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is presented and the caused problem of resource being used excessively is discussed. In addi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with and
without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e static gamble analysis of project managers’ decision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At last, the policy and sugges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estern region a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to make decision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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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资源开发的外部性特征，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西部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作者首先总结我
国西部地区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困境；随后讨论西部开发中项目的负的外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过度使
用问题；进一步地，在政府监管到位和不到位条件下，分别对项目主体的环境保护决策进行静态博弈分
析；最后提出我国西部开发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可为政府及企业环境保护行为决策提供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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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
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一带一路”包括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地区占居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自 200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的投资支持力度，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
区经济的发展[2]。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又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自然及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虽然局部有所好
转，但总体上仍然不容乐观，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与全球的大环境有关外，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
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3]。由于西部经济和科技相对不发达，通常只有通过对自然资源大规模初级开发
来获取利益，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环境状况的日渐恶化[4]。目前，国家加快“一
带一路”建设，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意环境的保护，所以，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中如何处理
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5]。
本文针对上述实际情况，从资源开发外部性的视角出发，借助博弈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西
部开发环境保护问题。下面首先归纳我国西部所面临的环境困境；然后利用经济学原理探讨西部开发中
的外部性问题及其后果；在此基础上，研究环境保护中相关利益主体的静态博弈关系；提出西部开发中
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2. 我国西部开发中的环境困境
毋庸置疑，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西部大开发也带来了西部的大开放，西部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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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策优惠吸引了大批的东部及国外企业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在相对发达的东部或国外无法立项
或发展已经饱和的一些低端产业项目，纷纷到西部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这些项目往往都是能源、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部环境的脆弱性[6]。归纳起来，我国西部当前所面
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
1) 水土流失
我国有 367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其中的 80%位于西部地区。青海省、陕西省、甘
肃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别约为全省总面积的 46.32%、66%和 86%，西部水土流失给长江和黄河带来的
泥沙每年达 20 多亿吨，不仅使土地表面肥力丧失，而且导致下游江河湖泊泥沙淤积，并由此衍生出其他
自然灾害。
2) 土地荒漠化
我国荒漠化土地基本集中在西部，面积已达到 262.2 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在以 2460 平方公里的速
度扩展。土地荒漠化不仅造成耕地及牧场面积的大幅减少，而且还导致沙尘暴的产生，形成环境污染。
西部地区是我国沙尘暴高发区之一，严重威胁着首都北京等大城市的安全，给我国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
失。
3) 水资源短缺及污染
西北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淡水资源本身就相当匮乏，加之在开发过程中过度抽取地下水，致使
西部部分城市和地区地下水水位连续下降，水资源短缺严重。此外，由于二氧化硫和烟尘在某些地方的
排放超标，使得酸雨在有些地区时有发生，造成部分河流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4) 生态系统极度脆弱
由于西北地区风沙大、气候干燥、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一个生物的消失
有可能会造成相关的数十个生物的生存危机。此外，西北草地还存在过度放牧和过度采集中药等现象，
导致草地退化严重；西南森林存在着滥砍滥伐的问题，造成森林资源的快速减少。而经济的落后又使得
当地政府部门无法投入足够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从而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系统
处于一种极度脆弱的状态。
总之，西北地区的环境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亟待加强保护。在某些地方，恶劣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
当地民众脱贫的障碍；而反过来，当地民众的贫困化又进一步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效果。所以，在
西部开发过程中，如果不将环境保护问题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那么开发将无法
收到预期的效果并最终取得成功。

3. 西部开发中项目的外部性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或全社会的福利所产生的效应，而这种效应无法
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的形式反映出来[7]。在西部开发中，由于多数项目属于资源开采或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会破环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给其他利益主体及当地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在
这些项目的立项决策和施工建设过程中，如果制度不完善或者监管不到位，那么，上述不利影响所产生
的间接费用，便有可能无法全部落到开发项目的利益主体身上，由此形成负的外部性。
现假定某一开发项目的边际收益为 MR，当考虑外部性时边际成本为 MC1，不考虑外部性时边际成
本为 MC2。显然，如果不考虑外部性，则该项目的开发者便不需要全部承担上述不利影响的间接费用；
反之，则项目的开发者需要全部承担此项间接费用，所以有 MC2 < MC1。记该开发项目的规模为 Q，Q
越大则资源的使用量越大。按照需求与供给的基本经济学原理，项目的边际收益 MR 随着 Q 的增大而下
降，而边际成本 MC1 及 MC2 随着 Q 的增大而上升。借助于图 1 所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随 Q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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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Variation curves of the development project’s marginal revenue and
marginal cost with the project scale
图 1. 开发项目的边际收益及边际成本随项目规模的变化曲线

曲线，便可以确定出项目规模的两个帕累托最优供给平衡点 Q1* 和 Q2* ，它们分别反映了考虑和不考虑外
部性时的项目规模。由图 1 中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 Q1* < Q2* ，也就是说，如果忽略该开发项目的外部
性所导致的间接费用，那么项目规模会大于正常水平并由此引发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

4. 基于外部性的西部开发环境保护的静态博弈
为了揭示负的外部性对开发项目主体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政府监管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下面
分别在监管到位和不到位两种条件下，分析开发项目主体之间的静态博弈关系，以便更好地为资源过度
使用及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4.1. 政府监管不到位时开发项目主体之间的静态博弈
现假定在西部开发中，有两个项目，其主体分别记为 A 和 B，他们的收益记为 RA 和 RB。这两个项
目都存在一定的外部性，由此引起的间接费用分别为 CA 和 CB。由于制度不完善或政府监管不力，主体 A
和 B 在开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也可以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如果采取环境保护
措施，那么上述间接费用完全由自身承担；但与此同时，项目的负的外部性将完全被消除，不会对其他
利益主体和当地社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如果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那么项目的负的外部性将会给包括
自身在内的所有利益主体产生不利影响，由此给每个主体造成 C A 和 CB 的平均间接费用。注意，C A 和 CB
分别为 CA 和 CB 平均分摊到所有利益主体上的结果，因此，它们通常都非常小。将上述两个项目主体的
决策选择及相应的收益进行汇总，便可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结果。
对表 1 中的四种情形及其对应结果讨论如下：
•

第 1 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A、B 两个主体均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彻底规避了各自开发项
目的负的外部性，不会对其他利益主体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他们需要自己承担全部的间接费用，
因此，A、B 两个主体的最终收益分别为 RA-CA 和 RB-CB。

•

第 2 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B 主体采取了环境保护措施，A 主体没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所以，B
的开发项目不会对其他利益主体产生不利影响，但 A 的开发项目会产生这样的影响。相应地，B 主
体除了要承担自身项目的全部间接费用之外，还要承担 A 主体项目的平均间接费用，因此，B 主体
的收益为 RB-CB- C A ；A 主体则只需承担自身所引起间接费用的平均值 C A ，其收益为 RA- C A 。由于 C A
很小，所以，比于第 1 种情形，B 主体的收益有小幅下降，A 主体的收益则大幅上升。

•

第 3 种情形：这种情形与第 2 种情形正好相反，A 主体采取了环境保护措施但 B 主体却没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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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体的收益为 RA-CA- CB ，B 主体的收益为 RB- CB 。相比于第 1 种情形，A 主体的收益有小幅下降，
B 主体的收益则大幅上升。
•

第 4 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A、B 两个主体都未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两个项目的负的外部性都对其
他利益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他们各自仅承担了自身项目及对方项目所产生的间接费用的平均值，
因此，A 主体的收益为 RA- C A - CB ，B 主体的收益为 RB- CB - C A 。由于 C A 和 CB 非常小，所以，相比
于第 1 种情形，两个主体的收益都有明显的上升。
对上述四种情形的讨论结果进行汇总：第 1 种情形下两个主体各自承担自身项目全部的间接费用，

而第 4 种情形下他们仅承担两个项目间接费用的平均值，所以，他们在第 4 种情形下的收益均明显高于
第 1 种情形；A、B 两个主体分别在第 2、3 两种情形下的收益最高，但对方却分别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的
收益最低。由此可见，两个主体的静态博弈似乎不存在纳什均衡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个项目间
接费用的平均值都非常小，使得 A、B 两个主体在第 4 种情形下的收益也很高，且与他们在第 2、3 种情
形下的最高值相差很小，所以，第 4 种实质上即为二者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监
管不到位，两个主体都倾向于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将项目的间接费用分摊给全社会承担。容易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项目主体的边际成本将低于其真实值，因而其项目规模的帕累托最优供给平衡点会趋向
于图 1 中的 Q2* ，即两个项目不仅破坏了环境，同时过度使用了资源。

4.2. 政府监管到位时开发项目主体之间的静态博弈
现假定政府对环境保护相关制度进行了完善，并将这些制度有效地付诸了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上述两个项目主体，如果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那么相关部门将会对其进行惩罚，惩罚额度要显著地
高于项目本身的负的外部性所引起的间接费用。亦即如果主体 A 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那么将遭受额度
为 C AP ( C AP >CA)的惩罚；相应地，如果主体 B 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则将遭受 CBP ( CBP >CB)的惩罚，这些
惩罚在随后将由政府相关部门用于消除相应开发项目的负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上述新
的情况下，将两个利益主体的决策选择及相应收益进行汇总，得到的结果见表 2。
Table 1. Decision choice and corresponding revenue of the two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keholders under the condition
without government supervision
表 1. 政府监管不到位时两个开发项目主体的决策选择及相应收益
主体A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主体A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主体 B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第1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和 RB -CB

第2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和 RB -CB -C A

主体B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第3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CB 和 RB -CB

第4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CB 和 RB -CB -C A

Table 2. Decision choice and corresponding revenue of the two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keholders under the condition with
government supervision
表 2. 政府监管到位时两个开发项目主体的决策选择及相应收益
主体A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主体A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主体 B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第1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和 RB -CB

第2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C AP 和 RB -CB -C A

主体B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第3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CB 和 RB -CB -CBP

第4种情形：主体A和B的收益分别为
RA -C A -CB -C AP 和 RB -CB -C A -C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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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2 中的四种情形及其对应结果讨论如下：
•

第 1 种情形：主体 A、B 都采取了环境保护措施，两个开发项目均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的
惩罚也没有发生，所以，两个主体的收益与表 1 中的第 1 种情形相同。

•

第 2 种情形：由于主体 A 没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遭受到来自政府额度为 C AP 的惩罚。因为 C AP 显著
高于 CA，所以主体 A 的收益 RA -C A -C AP 明显低于第 1 种情形；主体 B 的情况与表 1 中的第 2 种情形
相似，其收益小幅低于第 1 种情形。

•

第 3 种情形：
该种情形与第 2 种情形相反，主体 B 遭受到来自政府额度为 CBP 的惩罚，
其收益 RB -CB -CBP
明显低于第 1 种情形；主体 A 的收益小幅低于第 1 种情形。

•

第 4 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A、B 两个主体均未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因而都遭受到来自政府的惩罚，
额度分别为 C AP 和 CBP 。同时，他们还要承担自身及对方开发项目的负的外部性所产生的平均间接费
用，所以，其收益是四种情形下最低的，均显著低于各自在第 1 种情形下的收益。
对上述讨论进行汇总：当政府环境保护监管到位时，两个主体在第 1 种情形下的收益最高，在第 4

种情形下的收益最低；在第 2、3 种情形下，采取环保措施主体的收益相比与第 1 种情形有小幅下降，而
不采取环保措施主体的收益则有明显下降。因此，第 1 种情形为双方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即两个主
体都会自觉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消除自身项目的负的外部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负的外部性所产生的间接费用落到了项目主体的身上，所以，图 1 中项目规模的帕累托最优供给平衡点
便会回归到其正常水平 Q1* 。随之而来地，资源被过度使用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5. 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讨论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几点西部开发保护环境对策建议：
1) 制定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切实付诸实施
由上面的静态博弈分析结果可见，当政府监管不到位时开发项目主体将不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
且由于其边际成本低于真实值，项目规模会高于正常水平进而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反之，当政府监管
到位时，项目主体会自觉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并把项目规模控制在正常水平，从而使得资源过度使用的
问题也得到有效纠正。因此，在西部开发中，相关政府部门应针对开发项目的负的外部性，制定完善的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外部性所引起的不利影响，在开发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就得到妥
善处理，使得由此产生的间接费用落实到项目主体身上，并借此迫使其将项目规模控制在一个正常水平
上。这样，在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
2) 加强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学习引进
如前所述，环境破坏及资源过度使用，是由开发项目本身的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尽管通过监管能
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监管并不能消除间接费用，而且监管本身也要付出代价，所以，采用先进的环
保技术，彻底消除或大幅降低项目本身负的外部性才是根本。基于上述事实，项目主体应针对我国西部
地区的特殊自然生态环境，加强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学习引进；而作为政府部门，则应该为企业的这
种行为积极创造条件并给予大力支持，这才是解决环境保护困境、发展西部经济的根本途径。
3) 调整并升级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集中于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而且企业多位于产业链的低
端，致使资源投入大、技术水平低，因而对环境具有较高的负的外部性且企业自身的自我矫正能力较弱。
在当前“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应从保护环境的视角出发，有意识地依托原有基础，对西部
地区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适当引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减少对资源开
发的依赖，增强企业的自我矫正能力，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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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财政补贴和支持
政府财政补贴及支持是纠正外部性最为常用和最为直接的手段。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
累了较为雄厚的财政基础，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金优势较为明显。然而，与东部地区相比，西
部地区的财政资金却较为匮乏，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状态，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
显得有心无力、难以作为。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力度，东部地区应适
当地反哺西部地区，通过设立环保专项基金等方式，对西部地区的环保行为进行财政补贴和扶持，使得
政府及企业有能力采取环保措施，纠正负的外部性的不利影响。

6. 结论
论文从经济活动外部性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作者
首先对我国西部地区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困境进行了总结；随后利用经济学原理，讨论了我国西部开发中
项目作用于环境的负的外部性问题及其引发的后果；进一步地，在政府监管到位和不到位两种条件下，
对项目主体之间关于是否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静态博弈分析；最后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我国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我国西部开发中多数项目对环境
具有负的外部性，由此会产生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当政府监管不到位时，项目主体会倾向于不采取环
境保护措施并过度使用资源，反之，项目主体则会自觉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并把资源使用控制在正常水
平。本文研究可为我国西部开发中，政府及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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