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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
脱钩关系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杨婧媛,王小兰
(西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 绵阳621010)

摘要:为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以攀枝花为例,选取多个

指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计算权重,再用脱钩弹

性系数法对二者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通过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6年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

压力指数及其脱钩关系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11—2020年攀枝花的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生

态环境压力先上升再下降。除了有两个时段是增长负脱钩外,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间的

关系都是脱钩的。未来6年,攀枝花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发展势态好,脱钩关系都

为强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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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
andeco-environmentalpressureinresource-basedcities:acasestudyofPanzhihu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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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d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ofresource-basedcities,takingPanzhihuaasanexample,several
indexesareselectedtoconstructtheindexsystemfor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pressure.Theentropymethodandthelinearweightingmethodareusedtocalculate
theweight,withthedecouplingelasticitycoefficientmethodusedtoanalyzethedecouplingrela-
tionshipbetweenthetwomethods.Thegreyforecastingmodelisusedtopredicttheeconomic
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indexandtheirdecouplingrelationship
inthenextsixyears.Theresultsshowthatthe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ofPanzhihuain-
creasedcontinuouslyfrom2011to2020,andtha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increased
firstandthendecreased.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pressureisdecouplingexceptfortwoperiodsofnegativedecoupling.Inthenext6
years,Panzhihua’s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indexwill
developwell,withthedecouplingrelationshipstronglydecoupling.
Keywords:economicdevelopment;eco-environment;decoupling;resource-basedcity

  资源型城市是指因矿产、森林、石油等自然资源

开发而兴起,并以此为依赖产业的城市,而成熟型资

源城市是指资源开发处于稳定阶段,资源保障能力

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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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容易忽视生态环境的问题。20世纪80年

代以来,资源型城市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良性开发,
导致资源储量不断减少,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阻
碍了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强调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有序的方式开发利用资源,重视生态文明建设[1]。

随着“荷兰病”、“资源诅咒”[2]等现象的出现,国
内外学者们开始探讨资源的丰裕到底是优势还是陷

阱。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产业结构、经济转型、生态

承载力、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等多个方面采用不同

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进行研究。栾贵勤等[3]指出资

源型经济的转型应该摆脱对资源型产业的严重依

赖。杨雪[4]提出产业升级是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关键因素,继而从创新改革方面研究产业结构

转型路径[5-7]。由于特殊的重要资源禀赋致使国内

煤炭资源消费在世界能源消费水平中处于较高的地

位,资源型城市大多为重工业城市,让改善生态环境

压力变成了我国资源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

环[8-11]。金悦等[12]对典型资源型城市生态承载力进

行了评价。生态环境压力的广义和狭义在国际上并

未统一,目前学者大多认可生态环境压力是由人类

活动导致的[13]。国内外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定量评

价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指标、方法,但也

存在一些缺陷[14]。例如,生态足迹分析法[15]缺乏

污染造成的环境压力的描述;生态环境压力指数

(ESI)[16]用经验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和权重,
比较主观。

脱钩是指经济增长与环境冲击的响应关系的破

裂状态,当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以较低的资源消耗

和环境压力带来同样或更快的经济增长时,就把这

种关系称作脱钩[17],后有Vehmas等[18]将相反的关

系“复钩”引入到变量间的脱钩分析中。上世纪

80—90年代,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

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联合开发的“压力—状

态—响应”(PSR)模型[19],提供了新框架和思路来

洞悉二者之间的关系。《规划》中指出要让资源富集

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协

调的格局基本形成,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成熟型资源城市作为我国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核心

区,探讨其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培育资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6]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资源型城市的探讨有很多角度,脱钩

理论也被运用于多个领域,但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

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情况的分析和

预测涉及较少。因此,本文以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攀

枝花市为例,从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两个

方面对攀枝花市进行分析,并借助脱钩弹性系数法

对两者的相互关系进行判别,进而用灰色GM(1,1)
模型对攀枝花未来六年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

指数变化和两者的脱钩关系变化的情况给予预测,为
今后攀枝花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理论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攀枝花市是四川省地级市,处于横断山区、云贵

高原至四川盆地的交接处,地形落差大。下辖3个

区2个县,全行政市面积7440.398km2,2020年常

住人口121.4万人。攀枝花市作为四川省的成熟

型资源城市,以钒钛磁铁矿为主要资源,目前共在攀

枝花市发现76种矿石。钒钛磁铁累积勘探出储量

有73.8×108t,占 四 川 省 铁 矿 勘 探 储 蓄 量 的

72.3%,是中国四大铁矿之一。金沙江、雅砻江贯穿

整个市,年过境径流量达1104.91×108m3,可开发

量599.4×104kw,现有装机容量358×104kw[4]。
攀枝花是中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20世纪

6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大三线建设以调整

全国工业布局,把攀枝花市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建
成了中国西部首个大型钢铁企业攀钢。攀枝花市被

列入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成功打造国家

级钒钛高新区,创建了全国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钒钛新城和攀西科技城建设正加

快推进。随着工业经济繁胜,环境问题随之而来,

2004年,攀枝花市戴上了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帽

子。资源路径依赖、产业低端发展、环境污染严重等

形势严峻,迫使这座城市不得不转型发展。2012
年,攀枝花市提出发挥钒钛资源、阳光比较优势,以
城市由钢铁之城向钒钛之都、由传统三线建设城市

向区域中心城市转变、由工矿基地向康养胜地转变,
以实现城市转型和高质量发展。2018年,四川省确

立攀枝花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坐标系”,建立“英
雄攀枝花·阳光康养地”的城市形象。为了加快四

川省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推动

四川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强化绿色高效的资源开

发方式减轻环境负担。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现有研究为基础[8-11],从经济水平、经济结

构、经济活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绩效4个方面选取9
个指标表征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这9个指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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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向的。经济水平是总体的概括一个地区经济发

展情况。经济结构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多用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可以衡量

工业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有助于判断工业企业

运行是否正常,是否有发展潜力。经济活力反映了

转型能力和发展潜力,发展民营企业有利于城市转

型,能减少经济体对国企资源型行业的依赖。财政

收入状况反映政府对城市转型的支持能力,加大支

持力度可以减小转型压力。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

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科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主要反映的是民生改善情况,民生

改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和重要内容。
结合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法(ESI)和“压力—状

态—响应”(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和响应3个方

面选取8个指标表征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压力,因为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是越低越好,所以其中的正向指

标是表示压力的4个指标,其他4个是负的。压力

是指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施加的压力,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状态是指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存量。响

应是指人类针对自己对生态环境施加的压力采取一

定措施控制其恶化。本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权

重,较为客观,指标体系的构成及权重详见表1。

表1 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及生态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

Tab.1 Evaluationindexsystemandweightvalueof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pressureinPanzhihuaCity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重值

经济发展质量

经济水平

经济结构

经济活力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

地区人均GDP 0.0880
固定资产投资 0.0922

第三产业占GDP的结构比重 0.1858
工业增加值 0.0692

研发经费(R&D)占GDP比重 0.0962
民营经济增加值 0.0902
地方财政收入 0.106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0.1777
人均消费支出 0.0941

生态环境压力

压力

状态

响应

工业废水排放量 0.1800
工业SO2 排放量 0.1508
工业烟尘排放量 0.0752
单位GDP能耗 0.1386
人造林面积 0.0880

绿化覆盖面积 0.0993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0.1553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0.2329

2.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1年

《攀枝花统计年鉴》,以及2011—2020年的攀枝花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3 指标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能够测度综合评价体系是否具有一定

稳定性和可靠性。
为避免或尽可能地降低个人主观判断对指标选

择的影响,本研究对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标体系进行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目前最常用的Cronbachα系数对

于标准化后的指标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进行评价,系
数及其对应含义具体见表2。

表2 Cronbachα系数对照表

Tab.2 Cronbachαcoefficientcomparisontable

α值 含义

α≥0.9 指标体系十分可信

0.7≤α<0.9 指标体系可以接受

0.5≤α<0.7 指标体系需要修订

α<0.5 指标体系需要重新设计

2.4 研究方法

2.4.1 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综合评

价模型

  本文先把原始数据用极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

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异。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有所

不同,采用与正向指标相反的方法计算。再用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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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熵值法是直接利用决策矩阵

所给出的信息计算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法[20],得出

的指标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然后运

用线性加权法计算2011到2020每一年的攀枝花市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详见下式:

EDI=∑
m

i=1
wixi (1)

EI=∑
n

j=1
wjyj (2)

式中:EDI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数值越大表明经

济发展质量越高;EI为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数值越

大表明生态环境压力越大;xi 为表示标准化以后的

经济发展质量的各项指标值 (i=1,2,…,9);yj

为表示标准化以后的生态环境压力的各项指标值 (

j=1,2,…,6);wi、wj 分别为xi、yj 的权重值。
权重结果详见表1。

2.4.2 脱钩弹性系数法

采用 Tapio提 出 的 脱 钩 弹 性 系 数 法 来 分 析

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

压力的相互关系[21],具体模型为:

DI= ΔEI
ΔEDI =

(EIe-EIs)/EIs

(EDIe-EDIs)/EDIs
(3)

式中:DI是脱钩指数,代指该起始年到末年的生态

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脱钩程度;ΔEI、ΔEDI
分别代指该起始年到末年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和经

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变化率;EIs、EDIs分别代指起始

年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和经济发展质量指数;EIe、

EDIe分别代指末年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和经济发

展质量指数;s=e-1,e=2011,2012,…,2020。
以Tapio等的研究为基础,构建经济发展质量

与生态环境压力脱钩程度判别标准,详见表3。

表3 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脱钩程度判别标准

Tab.3 Criteriaforthedegreeofdecouplingbetween
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alpressure

脱钩程度 ΔEI ΔEDI DI

连接
衰退连接 <0 <0 [0.8,1.2)

增长连接 >0 >0 [0.8,1.2)

衰退脱钩 <0 <0 [1.2,+∞)

脱钩 强脱钩 <0 >0 (-∞,0)

弱脱钩 >0 >0 [0,0.8)

弱负脱钩 <0 <0 [0,0.8)

负脱钩 强负脱钩 >0 <0 (-∞,0)

增长负脱钩 >0 >0 [1.2,+∞)

  表3中,ΔEDI>0、ΔEDI<0分别代表经济发

展质量提高、下降;ΔEI>0、ΔEI<0分别代表生态

环境压力增加、减少;DI<0代表经济发展质量与生

态环境压力朝相反的方向变化;DI>0代表两者朝

相同的方向变化,其中,DI∈[0,0.8)代表经济发

展质量比生态环境压力的变化快,DI∈[0.8,1.2)
代表两者变化速度大致一样,DI≥1.2代表经济发

展质量比生态环境压力的变化慢。强脱钩是经济发

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最理想的关系。

2.4.3 灰色预测模型GM(1,1)
采用数列预测即对某一指标的发展变化情况做

定量预测,其预测结果是该指标在未来各时刻的具

体数值。GM(1,1)模型对样本量的要求低,建模所

需信息少,是处理小样本预测问题的有效工具。其

表达式为:

X
︿
(1)k+1  = X 0  (1)-μ

a  e-ak +u
a

(4)

式中X
︿
(1)k+1  为累加预测值。预测前需进行模

型检验,若达到标准,直接预测,否则修正模型。对

本研究的计算结果进行累减,即为预测值。

3 结果分析

3.1 指标可信度分析结果

本文把极差标准化法处理后的基础数据用

SPSS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两

个体系的Cronbachα系数高于0.7,表明所选指标

体系内在信度较高,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经济发展

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
表4 指标信度分析结果

Tab.4 Indicatorreliabilityanalysisresults

项目 Cronbachα 样本容量/项 排除项

经济发展质

量指数体系
0.891 9 0

生态环境压

力指数体系
0.755 8 0

3.2 经济发展质量分析

利用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测算攀枝花市

2011—2020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详见图1。从

图1可以看出,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

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0.17增长到

2020年的0.82,年增长率为19%。2011—2014年

该市的经济发展质量的上升速度较为缓慢,涨幅为

0.13。2014—2016年的经济发展质量上升较快,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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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为0.27。2016—2018年的经济发展质量基本持

平。2018—2020年的经济发展质量上升较快,涨幅

为0.22。在经济水平方面,年增速基本一致,经济

水平稳步上升。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
结构升级优化明显。在经济活力方面呈波动性上

升,增长率很高。在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方面先处于

高位然后有所下降,最后基本稳定。总体来说,攀枝

花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上升速度较快,2020年较2011
年增长了3.82倍。

图1 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Fig.1 Comprehensiveevaluationonthe
qualityofeconomicdevelopment 

综上可知,攀枝花市在经济活力方面做的较好,
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方面有待加强。得益于该市

的老工业园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产业转型方

面做得较好,经济活力得到提升,与之对应的产业转

型带来的大量工人转行,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绩效

下滑。

3.3 生态环境压力分析

利用生态环境压力综合评价模型测算攀枝花市

2011—2020年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详见图2。

图2 生态环境压力综合评价

Fig.2 Comprehensiveevaluationon
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essure 

从图2可以看出攀枝花市的生态环境压力总体呈

现先上升再下降趋势,由2013年最高的0.85下降到

2020年的0.23,年增长率为-13.5%。2011—2013年

增长到了最高位,变化幅度为0.15。2014—2017年

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降较快,降幅为0.63。2017—

2020年 的 生 态 环 境 压 力 基 本 持 平,维 持 在0.2
左右。

在压力指标值方面呈波动性变化,先是增大到

2015年达到峰值,然后逐年下降,到2017年之后又

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状态指标值总体呈现下降

的趋势,2011—2013年基本保持不变,2013年之后

逐年递减,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响应指标值呈现先

增大后减小的态势,2013年达到顶点之后下降幅度

明显。总体来说,攀枝花市的生态环境压力明显降

低,2020年较2011年下降了2.69倍。
攀枝花由于地处河谷地带,逆温的强度大且持

续时间长,对工业废气的自然消解能力较弱,生态脆

弱性较为严重。由于冶金工业的污染排放中废气废

水排放多,影响了生态环境压力的降低。还需严控

污染排放标准,提高大气环境品质。

3.4 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压力脱钩度分析

根据弹性脱钩模型得出2011—2020年攀枝花

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脱钩度计算结

果,详见表5。

表5 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压力脱钩度

Tab.5 Degreeofdecouplingofeconomicdevelopment

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

年份 ΔEI ΔEDI DI 状态

2011—2012 0.100 0.657 0.153 弱脱钩

2012—2013 0.107 0.062 1.731 增长负脱钩

2013—2014 -0.240 -0.038 6.281 衰退脱钩

2014—2015 0.063 0.455 0.139 弱脱钩

2015—2016 -0.306 0.339 -0.901 强脱钩

2016—2017 -0.537 -0.018 29.340 衰退脱钩

2017—2018 0.016 0.065 0.243 弱脱钩

2018—2019 -0.167 0.249 -0.670 强脱钩

2019—2020 0.228 0.103 2.05 增长负脱钩

由表5可以得出,2011—2020年这一时间段攀

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脱钩关系,
除了2012—2013年和2019—2020年的状态是增长

负脱钩外,其他时间段都是脱钩的。其中,2011—

2012 年、2012—2013 年、2014—2015 年、2017—

2018年以及2019—2020年的ΔEI大于0,表示该

年的生态环境压力较上年增大了。2012—2013年

和2019—2020年是增长负脱钩,即生态环境压力增

大,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但前者的变化速率快于后者

的 变 化 速 率。2011—2012 年、2014—2015 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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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是弱脱钩,即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经
济发展质量提高,但前者的变化速率慢于后者的变

化速率。2013—2014年和2016—2017年的ΔEDI
小于0,表示该年的经济发展质量增长较上年降低

了,这两个时间段都是衰退脱钩,即生态环境压力减

小,经济发展质量降低,但前者的变化速率快于后者的

变化速率。其他时间段的ΔEI都小于0,ΔEDI都大于

0,即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经济发展质量提高,DI小于0
说明两者变化方向相反,发展是可持续的。

3.5 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及二者脱

钩关系预测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 GM(1,1),借助SPSSAU
软件,取2016—2020年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

压力指数为分析数据,构建二者的灰色预测模型。
对二者的灰色预测模型进行精确度检验,后验差比

C值分别等于0.032和0.02,均小于0.035,因此模

型精度等级非常好,可以进行预测。再利用弹性脱

钩系数法计算二者脱钩关系的预测情况,详见表6。

表6 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及脱钩度预测

Tab.6 Qualityofeconomicdevelopment,ecologicalpressureindexandthedecouplingdegreeofprediction

年份 类型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 年份范围 DI 脱钩情况

2018 实际值 0.597 0.224

2008 实际值 0.745 0.187 (实际)-0.6699 强脱钩

2019 预测值 0.720 0.215
2018—2019 (预测)-0.1950 强脱钩

2019 实际值 0.822 0.229 (实际)2.2048 增长负脱钩

2020 预测值 0.826 0.213
2019—2020 (预测)-0.0632 强脱钩

2021 预测值 0.949 0.212 2021—2021 -0.4805 强脱钩

2022 预测值 1.090 0.211 2021—2022 -0.0317 强脱钩

2023 预测值 1.251 0.210 2022—2023 -0.0321 强脱钩

2024 预测值 1.437 0.209 2023—2024 -0.0320 强脱钩

2025 预测值 1.650 0.208 2024—2025 -0.0323 强脱钩

2026 预测值 1.894 0.206 2025—2026 -0.0650 强脱钩

  由表6可知,2021—2026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

数呈稳速增长的状态,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的降幅很

小,几乎持平。对2020—2026年进行脱钩情况预

测,得到未来6年间二者的脱钩情况好,都为强脱

钩。2019和2020年经济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压力

指数的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误差小,说明拟合效果

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讨 论

依据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和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的变化趋势制得图3,通过分析

可以得知如下结果。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

发展质量总体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主要原因

有三点。

1)经济结构的升级,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Petty-Clark定理,是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经济法

则,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最高级模式为“三二一”模式。
攀枝花市的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结构受资源型产业

牵制,第二产业比重一直较大,虽逐年下降但依然呈

现“二三一”的特征。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

好,2017年首次超过30%,服务业起到了带动和调

控经济的作用[22]。

图3 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压力折线图

Fig.3 Brokenlinechartforeconomicdevelopment
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pressure 

2)经济活力的增加,加快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

升。2009年,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新发

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放首位,重点解决发展动力问

题。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攀枝花市的R&D经费

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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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的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取得创新突破,钒
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大幅提升。

3)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先高后低然后平稳,这是

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表现,前期2011—2013年工业产值高,从业人

员多,居民收入随工业增值而增加,2013年及以后

产业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转向平稳增长。说明

发展是可持续的。

2011—2020年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压力总体呈

现出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基本符合环境 Kuznets曲

线“倒U型”变化规律[23]。前期2011—2013年生态

环境压力处于高位,凉山州攀钢二基地投入使用,吸
引数万人口转移到攀西地区,工业的快速增长消耗

了更多的化石能源并增加了三废排放量,与此同时

却不能很好地处理和控制污染。后期2013年及以

后生态环境压力降到低位,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响应

绿色中国号召,生态环境得到重视,污染防控力度加

大。坚持绿色安全生产,促进工业行稳致远。攀枝

花要统筹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绿色矿山建设,恢复

提升矿区生态功能。
进而利用脱钩弹性系数法分析两者的脱钩关系

可知,2011—2020年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生

态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存在波动,但基本都是脱钩

状态。2012—2013年是增长负脱钩,这主要是由于

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烟尘排放量增加,受到“先建厂

生产,再建城生活”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城市扩

张和废水处理设施数量少,建成区绿化面积不足而

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增大。而2019—2020年是增

长负脱钩是因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单位GDP能耗

的增加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2013—2014年和

2016—2017年是衰退脱钩,这主要是因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降低导致的经济发展质量略有下

降。2011—2012年、2014—2015年和2017—2018
年是弱脱钩,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增多,导
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应抑制环境污染排放,提升

污染减排效应。
最后,灰色预测结果显示,2020—2026年经济

发展质量指数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及脱钩关系都呈

现良好的发展势态。“十四五”期间要实现攀枝花市

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的持续脱钩,避免复

钩,就要充分发挥其攀西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工业基

础优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清洁能源,发展环境

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保护好生态环境。

5 结 论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和生态

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综

合指数,运用熵值法、线性加权法和脱钩弹性系数

法,研究2011—2020年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

态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最后用灰色预测模型,
预测未来6年攀枝花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

力之间的脱钩情况。

1)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得益于结构升级

优化,产业转型促进经济活力提升,但经济社会发展

绩效方面还有待加强。

2)生态环境压力先上升再下降。工业的快速

增长消耗了更多的化石能源并增加了三废排放量,

2013年后生态环境得到重视,污染防控力度加大。

3)除了有两个时段是增长负脱钩外,经济发展

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间的关系都是脱钩的。

4)未来6年,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压力指

数发展势态好,脱钩关系都为强脱钩。
为达到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脱钩发

展,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新经济发展战略和环保

策略提供参考。因为缺乏部分数据,本文没有将工

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建成区面积等纳入评价体系。
将来可以补充指标更周全地研究经济发展质量与生

态环境压力的相互关系,为攀枝花市的可持续发展

献计献策。在刚刚全面决胜小康,完成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的2021年,随着区域传统优势资源逐渐枯

竭,经济转型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压在资

源型城市头上[24]。目前,中国的基本国策中环境保

护是其中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资源型城

市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路子,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压力的

脱钩发展。

6 建 议

基于以上结论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二次产业架构。以稳

定经济为基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把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动能转换作为主攻方向,促成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钢铁城市向新材料工业城市

和机械制造业城市转型,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

业集群发展。延链条、强特色、育增量、扩总量,促进

产业链现代化和工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发展科学技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以攀

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为战略引领,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强化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着力拓展科技开放合作。合理采用高新技术,来
有效提高资源的集约使用程度,从而降低三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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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量。
第三,发展循环经济,维持生态资源平衡。在进

一步提高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染去除率的同时,提高

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关注

有益于生态平衡、集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经济形态,
切实减少经济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完善机制体制建设。
强化有关制度规定落实力度,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提出制度保障。改变传统“高碳低效”发展模

式为“高效低碳”,坚定走文明发展道路。探索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督导矿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做到边

开采、边保护、边复垦,构建绿色矿山建设长效机制,
促进全市矿业绿色化发展。必须严格监督生态政策

的实施,加大对环保的基金支持,缓解生态环境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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