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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客观评价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状况，本文基于集体决策的 ANP 分析

法建立中国“两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两型社会”水

平在 2000—2013 年期间存在多次波动，整体为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持续

增长的资源和环境总量指标造成中国“两型社会”总体评价水平下降，同时资源和环境潜力

指标在 2005 年后的快速提高对总体水平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

低环境污染的效率指标增长相对较慢，导致整个时期中国“两型社会”水平相对下降。研究

还发现，由于资源环境的效率指标增长远低于潜力指标，说明中国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

资源和环境投入转化效率方面存在滞后和低效率，因此未来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

入产出需要提高效率。此外，部分环境指标在 2011 年后的变化趋势显示，中国日益严峻的

环境形势，已成为限制中国未来“两型社会”建设的约束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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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indicator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group 

decision by specialists and gives weight to the system using ANP.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level of China’s 

two-oriented society fluctuates several times during 2000-2013 and in general decreased at first and increased later. 

To be specific，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aggregate indic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leads to decreased 

two-oriented society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increase of potential indice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fter 2005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a’s two-oriented society, but the relative slow increase of the 

indices of the efficiency of improv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reducing environment pollution leads to relative 

decrease of the level of China’s two-oriented society. Our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the efficiency indice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ncrease more slowly than the potential indic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npu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wo-oriented society lags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input-output efficiency should be improved. Finally, the trend of some environment indices show 

China faces a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situation, which will be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wo-oriented socie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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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力量日渐增强，因此，中国

亟须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型的“两型社会”来保障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

“两型社会”的建设是综合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复杂系统工程，对“两型社会”的状况

和变化（包括建设的进展）进行准确的综合评价显得尤为必要。虽有学者基于不同综合评价

方法构建了相关指标体系，但无论在指标体系构建上还是实证运用上都有待深入探讨。在比

较各种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和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专家群调查问卷的结果，本文采取平衡性较

好的专家群决策网络分析法（Group Decision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建立一个用于评价“两

型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实际数据对中国

2000 年以来的“两型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关于“两型社会”的内涵及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作用和原则等问题已有过相当多

的探讨[1]，我们将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给出本文建立“两型社会”综合指标体系

的思路和原则，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专家集体决策的结果，建立本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和指标选择。 

1.1 构建思路和指标选择原则 

从现有研究来看，本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基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

“驱动力-状态-响应”或“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前者可以反映“两型社会”建设中资源、

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复杂影响，但指标间相互影响容易产生共线性；后者剔除了影响

资源环境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对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表现结果考虑更多[2]，但如若

资源环境的外部投入不能在结果上快速展现，则容易诱导政府行为短期化，造成评价结果滞

后和失真
[3]
。此外，现有研究在底层指标选取上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选择足够多的指标，

全面衡量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状况及影响因素（如联合国的类似指标体系中包含 216 个底

层指标），但容易导致指标间的共线和数据获得困难；二是选择较少指标，通过相关分析利

用少量指标体现因子贡献。该方法数据容易收集和处理，满足各种分析技术的要求，但指标

选择受研究者个人影响，如果指标选择不当可能降低目标层综合评价的精确性。 

基于以上的方法回顾，本文在如何建立“两型社会”指标体系的层次和选取衡量指标方

面将采取对多位相应领域专家进行多轮问卷调查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规避过去研究中完

全依赖研究者个人选择的误差。该方法的第一步为具体指标筛选，通过调查问卷提供足够低

的底层指标供专家进行个人投票并进行得票排序，得票率超过 60%的指标作为首选，其余

指标备选；第二步为指标层次选择，在分析具体指标的基础上给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指标体系，

得票率最高的方案作为指标体系层次的基本框架，并根据开放式意见进行修正，同时调整底

层具体指标；第三步为指标权重赋值，在完成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根据专家对各层次指标

的权重判断和网络性判断，运用超级决策软件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检验判断是否具有一致

性。第三步工作在下一部分讨论，下面首先给出前两个步骤的具体过程。 

1.2 具体指标筛选 

在底层指标的选择方面，选取的抽样调查对象是依照学术背景和年龄等标准在该领域抽

取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本次调查的专家数量为 15 人。从投票结果来看，51 个常用指标

中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的各类指标得票率普遍较高。此外，资源环境的法律建设和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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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获得全部得票，说明各专家认为制度建设和社会氛围也具有重要作用。经济社会指标得

票较低，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指标的得票都低于 60%，反映专家普遍存在结果导向的

评价倾向。少量资源环境类指标如水资源和钢铁循环利用情况、绿化率等得票率较低，原因

可能是由于这些指标不常见或不具可比性。本文将得票高于 60%的 36 个指标作为本指标体

系首选，得票较低的 15 个指标作为备选。 

1.3 层次选择 

第二轮调查问卷中给出三种选择方案供专家筛选，问卷允许专家同时选择多个方案、另

给出方案或对多个方案进行优先度排序，还允许给出开放式意见。三种可选择方案为：（1）

包含尽可能多的指标。该体系包括 54 个衡量指标，并且在该体系中涵盖了社会发展因素；

（2）包含尽可能少的指标。该指标体系也包含社会发展因素，但在具体衡量指标方面只有

20 个；（3）基于资源环境结果的指标体系。包括一个目标层+两个准则层+6 个指标层+37 个

底层具体指标，仅设置“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个准则层。回馈结果显示，多数专家

倾向于选择第三种方案，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因此，基于问卷结果选择以第三种方案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回馈建议进行修改。首先，我

们的综合评价体系只包含“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个方面，以区别于一般的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其次，在第三层指标层中设置资源和环境的“总量指标”、“效率指标”和“潜

力指标”。直接体现资源与环境的总量的指标为“总量指标”，体现效率的指标为“效率指标”，

体现直接影响资源与环境的外生因素的指标为“潜力指标”，但其并不显示外部经济社会环

境因素的间接影响；第三，在具体指标选择方面，根据专家建议对部分指标进行合并处理，

最终选择符合要求的 34 个底层指标。 

1.4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通过上述步骤，我们设计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为：目标层为利用

经验数据加强计算得出的“两型社会”综合水平；第二层包括“资源节约指数”和“环境友

好指数”，以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三层包含“总量”、

“效率”和“潜力”三个方面，分别体现资源环境的总量、效率和直接影响因素；最低层是

34 个可以通过调查或公开数据衡量的具体指标。 

表 1  中国“两型社会”建设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f Two-oriented Society 

目标层 

Aggregative 

index 

准则层 

The Second 

Level  

指标层 

The Third 

Level  

具体指标 

Indicators 

权重 

Weight 

“两型社会”

评价 

综合指数 

A 

资源节约

指数 

A1 

资源消耗

总量 

A1.1 能耗总量 9.24  

A1.2 水资源消耗总量 4.88  

A1.3 重要矿产资源消耗总量 4.62  

A2 

资源消耗

效率 

A2.1 单位 GDP 能耗 4.03  

A2.2 单位 GDP 水资源消耗 3.08  

A2.3 单位 GDP 矿产资源消耗 3.92  

A2.4 单位面积土地 GDP 1.86  

A2.5 人均生活能源消耗 2.35  

A2.6 人均生活水资源消耗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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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资源节约

潜力 

A3.1 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2.69  

A3.2 技术市场成交额 1.81  

A3.3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4.23  

A3.4 资源节约的法规 2.90  

A3.5“资源节约”意识 2.09  

B 

环境友好

指数 

B1 

环境影响

总量 

B1.1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2.27  

B1.2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3.13  

B1.3 工业固体废弃物总量 2.88  

B1.4 生活污水排放量 2.28  

B1.5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1.93  

B1.6 城市空气质量等级 5.74  

B1.7 环境污染事故 1.69  

B1.8 城区噪声等级 1.64  

B2 

环境影响

效率 

B2.1 单位产出的废水排放 3.24  

B2.2 单位产出的废气排放 3.24  

B2.3 单位产出的固体废弃物 3.10  

B2.4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2.69  

B2.5 人均城市生活垃圾 2.36  

B3 

环境保护

潜力 

B3.1 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 2.26  

B3.2 工业废气去除量 2.29  

B3.3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2.25  

B3.4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 1.88  

B3.5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密度 1.75  

B3.6 环境保护法规 2.15  

B3.7 “环境保护”的意识 1.57  

2 赋权方法和检验 

如何给指标赋予合适的权重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工作，从现有研究来看，客观赋权法通过

分析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或变异系数确定权重，但能否用主成分分析的贡献度作为综合评价体

系权重的方法在理论上还有待研究，而且降维处理不当容易导致信息丢失和结果有偏。而且

该方法对样本分布和样本量都有较高要求，导致该方法不容易被推广使用（俞立平等，2009）；

而主观赋权法依赖该领域专家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经验判断，可以体现该专家对研究对

象的理解。缺点在于完全依赖个人主观判断，不同专家的赋权可能存在局限性和偏差，赋权

缺乏稳定性。此外，组合赋权法还处于理论研究状态，实际运用的比较少见。 

综合考虑上述方法的优缺点和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第二轮问卷调查的专家回馈意见，

本文采取辅助专家群决策的网络分析法（ANP）作为主要赋权方法。其主要理由是：第一，

该指标体系难以运用客观赋权法处理。如果仅利用少量指标对“两型社会”进行主成分分析，

则受限于“两型社会”包含的丰富内容，容易导致信息丢失和结果偏差。此外，由于主成分

分析对样本有较高的充分度要求，本研究对象无法满足 KMO 检验；第二，网络分析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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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方法可以解决多指标间共线问题，该方法允许指标间存在相互联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共线性影响；第三，网络分析法的赋权可以保证决策思维一致性，还可以体现各个专家对指

标相互影响的不同看法，比专家直接赋权法更为精确；第四，辅助专家群决策可以有效修正

单个研究者的主观性，保证加权结果更逼近真实情况；第五，专家群决策的网络分析法不受

样本数据选择的影响，可以在不同的研究样本中使用，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根据上述理由，为获取基于 ANP 分析法对“两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赋权值需展开

第三轮调查问卷，然后通过几何加权的方法综合各专家的赋权权重进行平均处理。赋权的具

体过程为：首先，以表 1 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根据 ANP 的指标比较

原则和网络反馈原则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并依次进行试调查、修改问卷和正式调查；其次，利

用 SD 软件构建该指标体系并进行程序测试和校正；第三，回收问卷并将结果录入软件进行

一致性判断和网络性结果分析；最后，对达到判断标准要求的权重进行几何加权，获得群决

策后的最终权重值。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处理发现，全部被调查的专家在权重判断方面的一致性系数都非常

小，达到了网络分析法的标准。这反映了专家对于该问题的理解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反映了

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较为合理，较好地满足认知一致性。 

专家赋权情况结果显示，各个专家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指标间的权重比较上存在差异，体

现不同专家对同一问题判断的差异性和群决策的重要性。首先，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的比较上，部分专家采取同等重要判断，也有部分专家认为资源或环境更为重要，这可

能是由于学科背景差异造成的；其次，总量指标、效率指标和潜力指标方面各专家判断存在

较大差异，总量指标权重最大，效率指标次之，潜力指标权重最小，反映专家在衡量“两型

社会”建设情况时普遍存在更注重资源环境总量影响的倾向；最后，具体指标判断上各专家

的赋权都不一样，A1.1“一次能耗总量”的方差最大，其余方差较大的指标依次为 A1.3、

A3.3、B3.6、A3.4 和 A1.2。其余大部分效率指标和潜力指标的权重差异较小，全部 34 个指

标的方差均值为 0.004。 

3 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 

3.1 数据来源和标准化处理 

本文研究的所有计算数据主要来自可公开获得的官方数据，样本空间为 2000—2013 年，

部分 2013 年数据来自各统计公报，采用原始数据或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单处理的工作不再详

述。对于 A3.4、A3.5、B3.6 和 B3.7 四个软指标，本文利用替代数据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处

理方法为：（1）对 A3.4“资源节约法规”和 B3.6“环境保护法规”，利用历年中国在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方面颁布的法律法规和中央部门文件的数量作为量化标准。数据来自中国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数据中心，涵盖 1980－2013 年期间颁布的涉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等，包括法律、政策法规和国务院文件三类。考虑到法律法规在废止前具有持续法律效应，

每年数量都统计为当年和以前颁布的全部法律法规和文件数量累计。部分法律法规同时涉及

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在统计这一类法律法规时同时计入 A3.4 和 B3.6。本次统计共涉及相

关法律 27 部、政策法规 32 个和国务院文件 95 个。由于难以衡量各个法律、政策法规和国

务院文件的相对影响大小，本文对各个法律法规都采取等权重处理；（2）A3.5“资源节约意

识”和 B3.7“环境保护意识”这类软指标较难利用直接相关的现有数据进行衡量，考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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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居民生活对资源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作为间接替代指标。具体方法为：计算 2000－2013 年

“人均生活能耗”和“人均生活水耗”的增长率并取其均值作为居民生活资源消耗增长率，

然后用资源消耗增长率除以消费增长率除居民生活资源消耗增长率。该数据的比值越小说明

消费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费增长越少，居民资源节约意识越强，可以间接体现公民对资源节约

的认识程度；采用同样方法可以获得公民对环境保护认识程度的替代指标，不同的是增长率

指标为“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和“人均生活垃圾生产量”。 

数据标准化处理可以采取绝对数值和相对变化两种处理方法，指标体系中采取后一种方

法较多，本文同时采取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同时，由于评价体系包含的底层指标较多，难以

同时获得合适的标杆作为上下限，因此采取研究样本中的指标最值作为上下限，并根据指标

不同性质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结果显示，两者在趋势衡量上等效，因此这里仅报告前一种

方法的计算结果。 

3.2 计算结果和分析 

处于可比较性，我们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图 1 和图 2 分别刻画了中国“两型社会”

评价指数和具体的资源环境的变化情况。  

（1）2000－2013 年期间，中国的“两型社会”状况变化的总体水平存在波动，表现为

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该时期综合指数上升和下降年份分别为 8 年和 5 年，其中，

2000－2005 年期间，中国“两型社会”建设水平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总体评价指数从 78.26

下降到 70.95。从 2006 年起，总体指数开始快速上升，到 2010 年增长到 77.39，接近 2000

年最高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的“两型社会”总体水平

从 2011 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1－2013 年期间，总体水平降低为 76.64，略微低于 2010

年。整体来看，尽管 2006－2013 年期间中国“两型社会”的总体水平较 2005 年的最低值有

所提高，但整个考察期间提升的幅度有限，而且 2011 年后这一提高趋势没有延续。 

（2）“资源节约”指数与“环境友好”指数的变化趋势有一致性和差异性，2011 年后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一方面，在 2010 年以前，中国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方面的评价水平具有完全相同的变化趋势。2000－2010 年期间，当中国的“资源节约”

指数上升时，“环境友好”指数也上升，反之亦然；但从 2011 年开始，这一同步变化的规律

被打破。2011－2013 年期间，中国“资源节约”指数持续上升，但与此同时“环境友好”

指数在不断下降，尤其是“城市空气质量”等指标在 2011 年后下降幅度很大，说明中国经

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在持续增加。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对污染水平具有

一定承载力，因此在环境压力达到阀值前，由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高度相关性，资源

和环境状况必然同时同向变化，具有趋同性。但随着环境压力持续增加，即使资源效率仍在

持续提高，但由于资源消耗导致的环境压力接近环境可承受的阀值时，因此环境问题开始独

立凸显；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往往是资源问题在环境污染上的反映，因此相对于资源消

耗，环境污染水平可能出现相对滞后。上述两方面原因可能共同导致 2011 年前后中国的资

源和环境状况变化趋势出现差异。 

（3）较快增长的资源总量和环境总量对中国“两型社会”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资源

环境潜力则是提升中国“两型社会”水平的重要保障，但中国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效率相对较低不尽如人意。通过图 2 可以看出，资源和环境总量快速增长是 2000－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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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型社会”总体评价指数提高有限的主要原因，两项指数造成总指数下降 16.23，

尤其是资源总量的快速增长已成为最主要的消极因素，造成总指数下降 9.3；而同时期资源

环境效率指标仅提高 3.58，不足以弥补总量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该时期资源环境的

潜力指数增加较快，导致总指数增加 11.69，是最重要的积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资源环境的潜力指标增长是效率指标的 3 倍，这种潜力指标增加快而效率水平增长缓慢的现

象暗示，中国在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的投入转化方面存在滞后或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问题。

未来在中国“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能更需要关注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产出

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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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两型社会”评价指数的整体变化（2000-2013 年） 

Fig.1 The Index of Two-oriented Society in China(2000-2013) 

因此，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在“两型社会”建设水平的指数整体没有明显提

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总量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源消耗和环境

破坏的快速增长；第二，在技术进步方面，过低的资源价格和环境事后惩罚成本过低导致中

国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降低环境污染方面的效率提高较慢。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技

术进步的积极效应不足以减少总量快速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对于 2000－2005 年期

间中国“两型社会”水平出现明显下降的现象，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正处于中国二

次重化工业的时期，整个经济结构由于重化工业大发展而快速倾向于重工业化，经济重型化

将消耗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更大的环境压力，使得中国该时期的“两型社会”水平出现阶段性

下降；后一时期的指数相对上升则可能是 2005 年后开始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目标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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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资源环境的总量、效率和潜力指数（2000-2013） 

Fig.2 The amount,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index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0-2013) 

4 结  论  

本文尝试利用专家集体决策的方法建立一个较为平衡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最新的 ANP 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和计算。在利用中国 2000－2013 年的经验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时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两型社会”的水平出现多次变化趋势，总体水平有一

定程度的降低。通过对各层次指标的分析发现，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导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

坏程度不断攀升是导致该时期中国“两型社会”水平下降的关键原因，而资源环境潜力投入

在 2005 年后的快速提高则缓解了中国“两型社会”水平的下降，但由于提高资源和降低环

境污染的效率指标增长相对较慢，2000－2013 年期间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评价水

平为轻微降低。 

作为一个尝试性探讨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未来研究可

以考虑扩大专家样本，进一步修正赋权的偏差，也可考虑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的方法进行综

合赋权；第二，软指标中的资源和环境公众认识程度可考虑辅助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得更

好效果；第三，在相关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后，可考虑增加部分国际通行的指标，提高指标

体系的完整性和国际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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