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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spatial carrier, industry carrier, implementation industry carrier and technical carrier of the Karst regions circular economy, and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s ecological economic
realities, the optimal spatial carrier and implementation carrier had been selected.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ptimal spatial carrier of the Karst regions circular economy was community, the
optimal implementation carrier of the regions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ization was collec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l kinds of economic base that formed from the small watershed can be a spatial carrier of the regions circular economy, formed the typical industry carrier operating mode of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ization, such as the mode of Zhenfeng and Qinglong, Guizhou, and Nongla, Guangxi.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best carrier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Karst regions of circular economy,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in this region to cultivated circular economy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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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分析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空间载体、产业载体、实施载体以及技术载体的基础上，
结合该区生态经济实际，选出了该区循环经济产业化最佳的空间载体和实施载体。研究表明：社区为喀
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最佳空间载体；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为该区循环经济产业化的最佳实施载体；以
小流域划分形成的各种经济基地可以成为该区循环经济的空间载体，并形成了像贵州贞丰、晴隆以及广
西弄拉等典型循环经济产业化产业载体运行模式。该研究选出了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最佳
载体，为下一步该区循环经济载体培育研究与示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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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不仅环境脆弱，而且经济贫困[1] [2]。石漠化地区生态系统是结构和功能都退化了
的喀斯特生态系统，不能支持人类的人生存和发展。为了修复该系统，政府和相关部门投入大量的财力、
物力，也受到学界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从生态、经济、社会多个视角和层次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将
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石漠化治理区，并对当前的治理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可以巩固并提升石漠化治理
成效[3]，使石漠化山区生态经济提早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其“3R”原
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将经济行为生态化，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
模式，是石漠化山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通常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边远农村，要在这里应用和推广循环经
济并产业化，不仅需要进行大量资金投入和技术开发，还要选择恰当的符合这种生态经济条件和社会环
境的经济载体。选择恰当的循环经济产业化载体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在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的应用和推广，
还能实现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目前，企业是循环经济实施载体，生态园区是循环经
济空间载体已被学术界认同，但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质，以企业为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的实施载
体，达不到该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的目的，必须选择恰当的循环经济载体和发展途径才能使喀斯特石
漠化山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

2. 循环经济内涵及其产业化
循环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传入中国。循环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
称，是一种生产及消费的模式和技术，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改变原有“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
单向、直线生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生产和生活模式转变，以“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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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则，要求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4]。广义的循环经济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理念，要求在生产和消费
过程中，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实现最佳理想组合状态，达到废弃物最低排放或零排放[5]。循环经
济要求人和科学技术与自然资源融为一个循环系统，在投入、生产、消费及废弃物资源化整个产品生命
周期中不断提高利用效率，将传统的污染型生产及消费模式转变为生态型生产及消费模式[6]。
循环经济产业化有两个方面：宏观层面是指循环经济商业化发展过程，即循环经济相关产业需要从
实验室和学术理念走向市场，能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循环经济的相关服务；微观层面是指循环经济规模
化发展过程，即循环经济相关产业中的生产者及其产品达到一定数量的规模向工业规模化生产发展。循
环经济实践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比如美国、德国、日本、丹麦这些国家就根据自己国情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循环经济探索和实践，将产业化发展作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产业化是中国发展
循环经济的关键[7]。

3.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发展循环经济必要性分析
3.1.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环境容量小，废弃物必须低排放或零排放
在环境容量以内，生态系统具有自净功能，但生态系统遭到了人类活动的巨大冲击与破坏后，生态
系统的功能迅速衰退[8]。石漠化生态系统是结构和功能都退化了的喀斯特生态系统，生态功能低，环境
容量小，甚至生态功能丧失，失去自净能力。而循环经济就是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能实现低投
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三低一高)的经济模式，该模式要求生产及消费行为按 3R 原则进行，尽量
将废弃物低排放或零排放。当生态系统产生生态盈余后，生态功能就会逐渐恢复，生态经济系统就会保
持动态平衡。

3.2. 发展循环经济能缓解喀斯特石漠化山区人口多而水土资源匮乏的矛盾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人口数量多，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导致土地环境日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土壤
退化严重，土地质量下降，耕地面积逐渐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9]。而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以及物质
闭路循环方式能实现经济的“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换句话说就是循环经济能
使资源物尽其用达到效益最大化。这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相同资源就能养活较多的人群，能缓解原有
的人口和资源不足的矛盾。

3.3. 发展循环经济可使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本质属于生态经济，遵循生态经济学原理，构建仿食物链的产业生态链，仿生态系统的经
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按照生态系统运行规律来组建经济系统，并运用 3R 原则，选择对环境干扰较少的
产业，将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使生态逐渐恢复其生态功能，达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4.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经济反哺生态的目的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以石漠化综合治理为突破口，以农、林、牧、副、渔以及旅游业为载体，通过石
漠化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的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来实现生态建设，可以达到经济反哺生态的目的。

4. 循环经济载体类型分析
载体是物质、信息和文化等的承载体及运载物，循环经济载体是能实现循环经济形成的一切承载体。
循环经济载体类型包括产业承载体，空间承载体、功能承载体。循环经济产业载体是能够实现和运作循
环经济的各行各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以及被称为“第四产业”的静脉产业，主要集中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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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循环经济载体、工业循环经济载体、旅游循环经济载体以及海洋循环经济载体等四个方面，每个产业
循环经济的运行都有自己特征和路径[10]-[13]。循环经济空间载体是能够实现和运作循环经济的地理空间，
主要包括基地、园区、景区，以及社区(各级行政区域)。无论是工业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旅游循环
经济，还是其他产业循环经济，发展区域循环经济都要依托其中某种空间载体[14]-[18]。循环经济功能载
体是能促使循环经济功能形成的承载体，包括技术承载体及实施承载体(或执行载体)，技术载体主要是指
环境无害化技术、友好技术以及信息技术[19]-[25]。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的实施者都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企
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构成分子，是承载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的最基础层次，但企业不是唯一的执
行载体，还有如企业集团以及其它组团经济组织也可以实施和推行和发展循环经济。因此，循环经济实
施载体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产业链、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等经济组织[26]-[28]。

5.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载体选择
5.1.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产业载体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的传统经济产业较为单一，一般为种植业及养殖业，而且传统养殖一般是小规模
散养为主，白天直接把牲畜赶上山，晚上收回来，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强。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除
了发展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外，林业和旅游业也是主要的生态产业。田青，周晓林等通过分析石漠化治
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后，认为发展林业循环产业是石漠化治理的根本途径[28]。姚钰鹏通过分析荔波县石
漠化治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提出发展林业循环产业来治理荔波石漠化，认为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在我
国已成为必然和现实的选择[30]。邹细霞，杜芳娟等通过分析石漠化复合生态系统的社会文化形成过程后，
认为以石漠化治理为突破口，利用经济反哺生态，发展生态产业，将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并提出
以石漠化地质景观、喀斯特本土文化景观、石漠化治理景观为核心旅游资源的石漠化旅游是喀斯特石漠
化山区生态重建和保护的有效途径[31]。除了林业和旅游业外，在有资源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加工业，
因此，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可以以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加工业以及旅游业中的一种或多种产业为载体
发展循环经济，目前，有名的典型模式如表 1。

5.2.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空间载体
5.2.1. 基地
目前，生态园区作为循环经济载体已受到学界的认可。而石漠化治理模式主要是小流域治理模式，
并在小流域核心社区建立石漠化综合防治基地(示范区)，因此，在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可以依托石漠化治理
项目，以基地建设促进循环经济形成和发展。即以小流域划分形成的各种经济基地(示范区)可以成为喀斯
Table 1. A typical pattern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 of circulation economy industrialization run carrier formed
表 1. 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循环经济产业化产业载体运行形成的典型模式
石漠化治理
典型模式

涉及的产业
载体类别

主要商品

主要事件

体现的循环经济理念

贞丰顶坛模式

种植业、加工业

花椒、花椒油

旱季给花椒打点滴给水根部

Reduce——减少水土流失，
减少水资源投入，节能节水

晴隆模式

养殖业、加工业

羊肉系列产品

种草、养羊、加工、销售

Reuse——种草养畜，
畜便回归土地，草地持续高产

贞丰坪上模式

种植业、林业

金银花

石山造林、修水窖水池

Reduce——减少水土流失，节能节水

建立沼气循环经济系统

Recycle——粪便和废弃物资源化

广西弄拉模式

种植业、养殖业林业、
竹、药、果林、桑
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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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的空间载体。基地一般都以项目建立起来，具有专项资金和专业团队，成效显著。
当项目结束基地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有三种情况发生，一是项目基地转型为私有制公司自负盈亏，
二是项目基地移交给国家变为国有企业，三是项目基地移交给当地社区成为集体经济。第一、第二种情
况，对当地利益都不大，还可能产生负外部性。从石漠化综合治理最终目标出发——使喀斯特石漠化山
区生态恢复，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变成第三种情况，所以，最初基地选择就应和一个或多个社区范围
重合，当社区循环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后项目撤退，基地成果应以某种方式移交给社区。
5.2.2. 社区
在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农户可以利用自己的庭院发展循环经济，那么庭院也是循环经济的空间载体，
但这样循环经济总成本太高不经济。如果要降低循环经济成本，循环经济需要产业化、规模化，利用更
大的空间载体。一般以自然村庄为单位的社区作为循环经济的载体：社区既是生产者，具有水、土地等
自然资源，本身又是消费者，还是垃圾从分散到集中的传递着。社区除了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传递者
一直参与循环经济建设外。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既是循环经济建设的承担者又是循环经济建
设成果的享受者，并且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与社区的利益息息相关，社区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以社区为循环经济载体，本身就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监督者，是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最佳空间载体
[32]。但初期最好以基地形式进行建设和管理，当社区循环经济自主运行机制形成后，项目基地就可以撤
除了。
根据循环经济的层次性，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小循环的空间载体有生态园区、小流域示范
基地、社区，而社区为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最佳空间载体；循环经济中循环的空间载体为市级行
政单位城市或中级单位流域；循环经济大循环的空间载体为省级行政单位城市或主干水系(如图 1)。小循
环空间载体 A 生态园区、A 小流域示范基地、A 社区 B 生态园区、B 小流域示范基地、B 社区 C 生态园

Figure 1. Circulation economy industrialization space carrier system of Karst regions
图 1.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空间载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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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C 小流域示范基地、C 社区.……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循环经济产业化空间载体中循环空间载体 A 生
态流域、A 生态城市 B 生态流域、B 生态城市 C 生态流域、C 生态城市.……大循环空间载体：A 省–B
省–C 省…… ① 水系 E 省–F 省–G 省…… ② 水系 a 省–b 省–c 省…… ③ 水系.……。
5.2.3.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实施载体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无论是私有制企业还是国有制企业以及他们组团经济组织作为循环经济载体，
对当地利益都不大，还可能产生经济负外部性，加剧生态退化。在经济系统中，农户也是个经济实体，
可以利用自己土地发展循环经济，但这是小循环无法产业化。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可以采用合作经济组织
及其不同组织经营形成的产业生态链作为循环经济实施载体，并通过基地建设和产业链建设来延伸生态
产业链。某一社区范围内的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该社区循环经济实施载体，该组织也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污
染后果的承担者又是循环经济建设成果的分享者，能消除经济外部性，降低循环经济成本。最常见的合
作经济组织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由于社区集体合作经济是以社区为单
位的合作经济组织，其规模效应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高效率，可以成为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
业化最佳实施载体。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可以通过基地建设来培养社区循环经济实施载体。
5.2.4.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技术载体
根据循环经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向，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
经济对环境的无害化技术或友好技术，包括清洁生产技术、绿色消费技术、废物处理技术、污染治理及
环境修复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又包括新材料技术、节能技术、替代技术、系统化与减量化技术；废物处
理技术包括资源再利用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以及绿色化学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包括
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

6.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最佳产业载体有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加工业以及
旅游业，并在多处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形成典型模式；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最佳空间载体为社区，并且在喀
斯特石漠化山区可以采用合作经济组织及其不同组织经营形成的产业生态链作为循环经济实施载体，通
过基地建设和产业链建设来延伸产业生态链。最常见的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
集体合作经济组织。
社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是以社区为单位，其规模效应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高效率，可以成为喀斯
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化最佳实施载体，并通过基地建设来构建社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经济对环境的无害化技术或友好技术，包括清洁生产技术、绿色消费技术、废物
处理技术、污染治理及环境修复技术。每一类技术是一系列技术体系，共同组成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循环
经济环境无害化或友好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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