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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城市园林产品供给主体的市场化改革

汪艳
(黄山学院经管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当前，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发展与人类生存有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城市园林

产品作为城市环境的重要改善者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关注。城市园林产品的多重经济学属性决定了其有不

同供给主体，即园林企业和园林事业单位。相应于园林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园林事业单位普遍缺乏

自负盈亏的约束和动力，要想提高其经营效率，务必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事业制度、多元化园林生

产与建设的投入机制。多样化园林产品的经营方式以及加强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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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每年以l％

的速度递增，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中国创造出了

种种辉煌成绩，然而城市化道路也导致了住房紧张、交

通拥堵、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和城市景观污染等

所谓的“城市病”。面对建立在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之上

的经济增长的成果，面对财富与环境的冲突，政府、经济

学家、环保专家甚至相当多的普通市民都在思考这种增

长还能持续多久?人们对自然的眷恋使得人工的城市生

态系统的建立尤其迫不及待。而这个系统的构建的主要

承担者——城市园林产品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城市园林产品包括花草苗木和各种类型的园林建

设，就象城市的“肺”一般，借良好的植被覆盖和较为平

衡的生态系统，人为的强化城市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伴

随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改善城市环境的普遍化行为，影响

着城市生活的质置。除了生态功能。城市园林产品的无

形经济效益更是可观。比如上海宝山钢铁厂是全国著名

的花园单位，绿化面积达到933公顷，其自1984—2000

年绿化建设共计投资5．17亿元．种植了365万棵乔木、

2900万棵灌木和112万平方米的草地。所获取的现有

价值11．95亿元：由此同时发生的制氧、吸收二氧化碳、

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止噪声、降温增湿等生态环境效

益可达60亿元。其宜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可达到72亿

元，是总投资的13．58倍。体现了园林产品巨大的经济

效益。Ⅲ

二、城市园林产品的经济学曩性分析

在城市园林产品逐渐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时．现有文献多半关注的是城市

园林产品对城市环境的保护与再生的意义．却极少从经

济学的角度关注城市园林产品的属性。城市园林产品绝

不能简单的定性为是公共品或者私人品。其经济学属性

具有多重性，也正是园林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供给

主体的特殊性。

一般产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供个人消费．也即成为

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竞

争性是指消费者或消费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商品的生产

成本的增加。排他性是指某个消费者在购买并得到一种

商品的消费权之后，就可以把其他的消费者排斥在获得

该商品的利益之列。

根据公共产品识别步骤．121第一步就是看某一物品

的消费中是否存在竞争性，若是有竞争性肯定不属于纯

公共产品的范畴。对于存在竞争性的物品要进行进一步

识别，要看该物品在消费中能否排他，如果不能排他，或

虽然可以排他但排他成本很高，则有可能成为公共产品

或公共资源，反之，则成为私人产品。比如花木市场的花

花草草，可以装饰个人居室、净化空气。需要购买才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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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且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成本会增加，因此属于具

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消费

者将购买来的花卉苗木等置于开放性场地，对周围人及

环境会产生美以及其他良好影响时，就周围人而言，此

产品消费则不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要求，因为没有付

费即能消费。

园林产品的消费在很多情况下，比如黄山市世纪广

场是一处位于新安江畔的大型开放式休闲绿地，任何人

都可以游玩，拥有徽文化历史雕刻、观光索桥、音乐喷

泉、绿地等，随着游玩人数增加或游玩次数增多，成本并

无显著增加，而且任何人的游玩都不能将其他人排除在

外．兴建者兴建广场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可以视

为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品。但人多难免

对环境的破坏力增加，需要增加养护成本的话，那么世

纪广场就成为了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资源。事

实上很多园林产品一旦是作为公益性的设施的话，都可

作为纯公共品或者是公共资源。一般较有品质的住宅小

区都是拥有优美绿化的小区。不仅草地成片、绿树成荫，

还有拥有各种喷泉的中心绿化带．但是要想享受到小区

绿化的好处，必须付费成为小区居民才能消费，因此属

于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

三、城市园林产品供给主体的界定

提供城市园林产品的主体一般有两者，一是政府主

办所属的园林事业单位．一是具有资质的园林企业。

(一)园林企业单位

企业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单位。是从事商品生产

和经营活动的盈利性的经营实体。企业只有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获得利润。才能生存和发展，园林企业也不例外。

按照主营业务的不同，园林企业可分为材料生产经营企

业、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与建设企业、园林旅游服务企业

和园林绿地养护服务企业。目前来说．我国园林企业在

规划、设计、植物繁殖、栽培、植保等涉及自然科学范畴

的领域。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体系。而涉及社会科学范畴的企业经济与管

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园林企业和一般企业一样，都是作

为市场的参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都有着明确的

经营管理目标，即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园林企业任何经

济行为都会、也应该服务于此，故相对于园林产品生产

与建设的另一个主体——园林事业单位来说，它的自我

激励意识较强．故本文更多关注于园林事业单位的市场

化改革。

(--)园林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是相对于企业单位而言的。是以政府职

能、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的一些公益性单位、非公益性

职能部门等。它参与社会事物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务职

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其上级部门多为政府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园林部门隶属政府(园林或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城市公共事业性质，主要承担城

市园林建设与管理的职责，城市园林建设费用、管护费

用、人员工资。基本是靠政府拨付，经费来源渠道较单

一。公益性的城市园林产品的提供，主要还是由园林事

业单位来完成。

四、对园林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一)园林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园林事业单位作为城市园林生产与建设主体，与园

林企业相比．园林事业单位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兴办并管

理，没有自负盈亏的约束和动力．是一种“等、靠、要”同

吃国家财政大锅饭的格局．对国家依赖性大。园林事业

单位主要工作任务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作计划。

使其成为政府完成园林建设任务的工具，丧失了自主

性。成为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主管部门既是园

林事业单位的举办者、所有者。又是管理者，造成了政事

不分。强化了园林事业单位的行政化垄断。政府主办园

林事业单位，同时财政又无力全额承担事业支出，只能

允许事业单位兴办企业，进一步造成事企不分。

(--)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几点建议

十六大报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指出，“按

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网园林事业

单位管理体制作为整个国家事业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

组成部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其改革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的

改革。近年来．园林事业单位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改

革，积累了～些有益经验。上海园林(集团)公司就是在

城市园林行业中率先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集团的。公

司成立后，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求出路，不仅“养活”了

员工。自我消化工资、奖金、补贴及各类社会保障费用，

减轻了政府负担；还利用市场机制，自筹资金进行建设，

减少国家的建设拨款，并为财政增加了收入。喙于此，
关于园林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切实解决政、事、企分开，规范各自职能，使

园林事业单位解决行政化等缺陷。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

经济的现代事业制度。包括要强化政府园林主管部门的

宏观管理职能：要保留园林绿化事业单位在组织公共绿

化设施建设、养护管理和服务。园林国有资产管理以及

暂时由事业单位承担的园林执法管理职能；要有针对性

的实现园林“企业化”，将原园林事业单位承担的应由企

业完成的职能比如园林建设施工、养护、园林工程设计、

苗木生产以及其他经营活动剥离出来，走向市场，实现

事业与企业的分开。2008年9月．无锡市园林局通过机

构改革。加强了政策导向、规划布局、行业指导与监督管

理。实现了“以办为主”向“以管为主”的转变。151

第二，建立多元化园林生产与建设的投入机制。西

方现在流行PPP城市服务构造模式。即公共物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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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销售要依靠吸收多元化资本来运作，以达到自然人

的安居乐业和企业法人的有效竞争。国发[2001]20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指出，“城市

绿化建设资金是城市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方针，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渠道”。

“城市各级财政应安排必要的资金保证城市绿化工作的

需要。尤其要加大城市绿化隔离带和大型公园绿地建设

的投入，特别是要增加管理维护资金。”城市园林生产与

建设要实现投入机制创新，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坚持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签订长期合同。明晰产权，保护

投资人的合法权益，逐渐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业、个

人、外资一齐上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安徽省宁国市位列

全国百强县市。城市功能定位为“生态型工贸旅游城

市”。为了缓解园林绿化资金瓶颈制约的矛盾。一方面加

大财政投入，每年由市财政拨付大量的资金，专项用于

绿化重点工程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低门槛或无门槛

的优惠政策对外积极招商引资。鼓励外商到宁国开发建

设。旧

第三。在园林产品经营方式上实行多样化。我国城

市园林产品的经营应走向开放式经营，政府可将城市园

林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适当放开城市园林的经营

权．在确保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将其作为城市

资产来经营管理．可采用合资、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

出让开发权，竞拍部分项目经营权、冠名权出售等方式，

让更多的行业、企事业单位、集体以及个人加入到经营

园林的行列之中。比如山东省寿光市在2008年将18处

共计53．1万平方米的绿地、游园的冠名权予以出让，既

弥补了绿化养护费用的不足。又能够调动全社会的力

量．促进了城市园林工作的快速发展。171河北省唐山市

将18条主次道路的门前绿化共lO．5万平方米的养护

管理权，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最终的中标经费比计划

节约20％。嘲

第四。要加强立法。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园林政策与法律法规建设方面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但是由于园林是一个涉及多种产

业特征的庞大行业．现有的政策法规还不够全面。特别

是城市园林产品很多时候是公共产品。而现有法规规范

中对公众参与城市园林建设的范围、途径、程序、方式等

缺乏明确意见．没有规定政府在审批相应决策的时候需

要更多采用听证会等方式来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

性互动。特别是对园林建设组织机构、经费保障等关键

问题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使城市园林建设的要求更加

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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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of Urban Landscape Products’Suppliers

Wang Ya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Now，there llIe more and more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survival

with the increasing spee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It is inevitable that urban landscape products．聃

1111 important improver of urban environment，are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ay by day．The

multipl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urban landscape products determine different kinds of landscape suppliers，i．

e．1andscape enterprises and landscape institutions．Contrary to the operation goal of pursuing profit—

maximizing for landscape enterprises，landscape institutions are generally short of restriction and incenti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profits or losses．So，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landscape institutions，

effective solutions can be establishing market-oriented modern institution system，diversified input system of

landscap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varied operation modes of landscape products as well船

strengthening legislation．

Key words：landscape；economics；enterprise；institute；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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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汪艳.胡永政.程鹏.Wang Yan.Hu Yong Zheng.Cheng Peng 城市化进程中园林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特区

经济2008(10)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并存的社会阶段.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的城市化却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使得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桃战

.人工的城市生态系统的建立迫不及待,而这个系统的构建的主要承担者--城市园林行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本文立足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求,拟从经济

学的角度出发对园林行业提供的产品特征研究,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园林建设的宏观目标,寻求可持续发展宗旨下的园林建设路径,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2.学位论文 房本文 唐代园林经济与文人生活 2010
    当前研究唐代园林的成果，多从建筑、园艺、美学、文学等角度透视，有许多创获，值得肯定，但却忽略了园林存在的基础，即经济文化。本论文

即拟以此为研究重点。论文从文献的整理归纳出发，以私家园林为切入点，着重透视唐代文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具体研究则

主要从私家园林产权的获得、日常经营和收入与支出等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唐代园林经济与文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生发出一些关于唐代文人心态

及文学创作的思考。由于艺术经济学或文化经济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才学尚浅，无力建构完整的学科理论，只是据唐代园林的材料发掘艺术史与

经济史交叉点上的一些现象，在某些方面也许仅仅是提出问题而非完全解决问题。<br>　　

 在园林产权的获得一章中，笔者主要探讨了唐代文人获得私家园林的各种不同方式，如购买、继承、垦荒、赏赐、赠送、土地兼并等等，并进一步考察

了这些不同方式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文人经济状况及相应的心态。在园林的日常经营一章中，笔者主要探讨了唐代文人园主经营园林的不同方式，如园主

的亲自经营与他人的代理经营，并深入剖析了不同经营方式下的经营内容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在园林的收入与支出一章中，笔者考索了唐代文人私

园获得收入的各种方式和主要的支出项目，并总结了文人园林在收支上的一些独特之处，然后又通过收入与支出的比较对唐代文人私园进行了简单分类

，从而使园林经济状况与文人仕隐心态及生活方式的关系显得更加清晰明朗。<br>

3.期刊论文 陈建芳.CHEN Jian-fang 丽水市现代园林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安徽农业科学2006,34(11)
    以丽水市近年来园林建设的大发展为背景,从现代园林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园林经济的内涵、构建及其制度的完善,认为园林管理部门应加强现代园林

管理,建立新的机制,实现园林经济可持续发展.

4.期刊论文 王伟军.WANG Wei-jun 以经济学观点探讨城市苗圃问题之我见 -中国园林2005,21(4)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苗木生产者的生产只有满足了社会需要,才能实现其价值.这个过程,不仅由生产苗木的社会必要时间来决定,同时还受竞争中所有

生产同一品种单位所占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制约,这同城市园林绿化使用较大规格苗木的周期始终存在一种矛盾,单靠市场机制来发挥调节作用,往往

会造成供需两个方面的脱节,需要政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运用宏观计划管理的手段加以规划和指导.

5.学位论文 王燕锋 大都市城区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研究——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2008
    园林绿化，作为上海这座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之一，不仅构成了独特的城市物质形态，反映出上海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性格特征。然而长期

以来，园林绿化进入大发展，她的艺术性和功能性逐步走入衰退的境地，对其所进行改造也陷入“消极保护”与“被动建设”的困境。似乎一说到“保

护”就是一树一花都碰不得、完全静态的保存，一说到“调整”便是大拆大建、毫不保留。于是，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各种复杂矛

盾，保护并发扬上海的园林绿化风貌特色，切实改善城市的环境，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密切结合，在回顾上海园林绿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保护与建设所面对的困境及其成因，运用城市规划

学、生态景观理论、城市社会学、公共经济学、历史保护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从公众参与、改造方式、政策法规、经济外部性等

层面进行思考，并提出若干建议与对策，由此建立起指导上海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的研究框架。

    本论文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并在文献回顾和概念解释之后，介绍

了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框架。

    第二章“上海市静安区园林绿化的发展”，则主要回顾了上海以及静安区园林绿化的产生、发展及历史演变过程。

    第三章“保护与建设的困境”，在阐述了上海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的困境之后，从社会肌理层面、政策层面、经济利益层面、政策法规层面和历史

文化保护层面分析了困境的成因。

    第四章“相关实践借鉴与理论演变”，分别在城市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两个领域内，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的理论演变与实践经验，并总结出其对上海

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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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保护与建设的对策思考”，首先提出了上海园林绿化保护与建设应实现的目标，并在总结保护与建设应遵循的四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

带有创新性的对策，以促进“保护城市园林绿化风貌特色”与“体现时代性的国际化特点”目标的实现。

6.期刊论文 付素蓉.张文华.Fu Surong.Zhang Wenhua 岩土工程咨询初探——以(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微地形

改造为例 -城市勘测2006(5)
    安全、景观生态学、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方法对拟建的(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微地形改造及后期维护进行岩土工程咨询服务,为其

园林景观规划和生态建设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

7.期刊论文 石雅琴.任志红.马忠平 景观生态学与园林树种规划设计的关系初探 -现代农业2003(4)
    一、景观生态学概述

1.景观生态学发展简史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生态学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近十年来它又与社会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科学迅速融合,诞生了

一批交叉前沿学科,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就是其中之一.

8.学位论文 董泽君 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切性研究——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2010
    人才培养方案就是指在一定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

式，实施人才培养过程的总和，是人才培养思路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具体化、实践化的形式，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中

心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实施蓝本，也是开展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br>　　

 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劣最终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适切性上。人才培养方案的适切性不但影响着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毕

业生的就业和创业。各学校各专业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调整。<br>　　

 自园林专业产生以来，随社会变化，人们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其人才培养方案适切性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知识结构体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等等。虽然园林专业设置的历史不长，但牵涉的学科门类繁多，如地质学、自然地理、土壤学、气象、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园艺学、林学

，甚至还涉及文学、艺术、美学、工程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的课程影响着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相应地影响着人才培养方案的

适切性。<br>　　

 本文是以国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背景，结合自己正从事高职园林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针对当前园林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采用文献法

、问卷法、访谈法等调查方法，以教学论理论、课程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就业和创业为核心，以受教育者为主体，以知识能力应用为主导，以

能力为本位，以能力发展为主线，比对高职园林技术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与行业发展、学生就业与创业需求，反思当前高职园林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现状，为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如何更好适应行业发展、学生就业与创业需求提出建议。<br>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及缘起、研究依据、研究对象、内容及目的、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研究的理论和实用意义、相关

概念界定等问题。第二部分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为个案样本，通过比对当前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行业发展、学生就业与创业需求，找寻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切性在人才培养

方案本身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主要讨论根据问题寻求高职园

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身与学生就业与创业不相适应的原因、专业课程设置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因，以及与师资队伍、学生状况、教材教法等

不相适应的根源。第四部分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切性思考主要讨论运用课程论理论、教学论等方面的理论，结合行业发展、学生就业与创业需

要，对人才培养方案本身、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学生信息采集与反馈、建立健全培养方案修定和实施的管理制度等方

面提出建议和对策，为增强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适切性提供参考。

9.期刊论文 黄俶成 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8(5)
    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

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

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

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10.期刊论文 赵林森.董燕.王伟.王莎.ZHAO Lin-sen.DONG Yan.WANG Wei.WANG Sha 行道绿化树种选择及其栽培管

理中的经济学原则 -广东园林2006,28(5)
    相对于其它城市森林类型,行道树的功能突出,而其生长环境却最为恶劣.在相同的立地条件和相近的抚育管理条件下,行道树树种的选择与栽培管理

对街道绿化、美化的景观效果以及行道树体系在减少地表径流、改善小环境气候、净化空气、节能降耗、房地产增值等方面的社会、生态与经济综合效

益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行道树树种的选择除了要遵循景观规划中的美学原则和适地适树的生态学原则之外,栽培管理方便、综合效益高、经营管理效

益成本比值大的经济学原则,也应该成为行道树树种规划选择和栽培管理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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