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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人和自然关系出现严重
不协调，突出表现为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加剧。与此同时，为实现 2050 年成为现代化
强国的发展目标，中国亟需持续发展。为此，中国学者和政府需着力解决问题是，在未来中长
期内，中国应当期望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或调控手段？本文对影响乃至决
定国民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系统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揭示经济增长
及发展模式与支撑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模拟发展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阐释未来经济增
长可能的方案及其对资源环境支撑系统（主要因素）的要求，对中国资源环境状态和发展状态
做出预警。模拟结果显示，为实现 2050 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
在考虑技术进步会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的前提下，中国采取 3.8%~6.3%的经增速较为
适宜。在该区间内，3.8%~4.4%是较为安全的发展速度，而 4.4%~6.3%的发展速度则要求较高
的技术进步。本文所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可用于对比分析不同发展情景，选择更优发展方
案，
为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本研究也是对
“未来地球”
框架文件的响应，
从人口
和产业发展速度方面发展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体系，
具有重要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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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造就了近 40 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出现一
系列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和谐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加剧。为
缓解矛盾，中国面临调整发展速度的选择。但是中国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发展，
依然未能进入高收入行列，属于中等收入国家[1]，为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继续保
持一定发展速度。中国中长期发展目标是 2050 年建成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
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2]。为缓解人—地关系并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中国转型发展势在必行。为此中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并力促创新发展。对此政府
和学术界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适宜增长速度是多少、该如何转型发展？
影响乃至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包括资源供给、水土资源保障、环境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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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承载力等，以及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产业增长潜力、发展模式[3]。各要素的供给是
有限的，需考虑支撑因素的供给能力，避免透支这些要素。
关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研究在地理学发展长河中具有悠久历史。早期用因果关系来
解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地理环境及其关系，形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直到现
代，才以相互作用论来解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972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科学
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聚集于罗马，共同编写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
类困境的报告”一书，深刻地阐述了地球上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
耗、环境污染等将使地球的支撑能力达到极限的原理，提醒人们要调整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来达到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3]。1992 年、2014 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更加详
细、系统地分析论证了人类发展已经大大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即“过冲”现
象的出现。2012 年 2 月国际“未来地球过渡小组”研究出了一份框架文件：“未来地球：
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强调人类活动可能对地球系统造成急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倡
议开展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4-5]。就具体研究方法
上，学者们也开展了大量探索，较为熟知的有人口论[6]、生态足迹[7-9]、能值[10-11]、NPP[12-13]
等，为研究人地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中国地理学界对此响应集中体现在“人—地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影响方面。关于区
域发展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80-90 年代地理学者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区域发
展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但这些研究涉及到自然和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很少，基本上都是经
济地理学者承担完成的。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由此在全国范
围内出现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潮。大量的研究聚焦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和中
国的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及规划。进入 21 世纪后，学者广泛地研究了环境与发展
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突出表现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14-22]，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起到了有效的辅助决策作用。该领域有丰富的文献，封志明等学者对近百年来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进行了回顾[23]。但目前，对于结合实际的发展与环境研究和可持续发
展研究仍然薄弱。在长时期内，中国学者对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评估高速增
长的代价、如何确定中国不同时期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关注较少。实践中诸多问
题的出现说明前瞻性不足，在经济增长的模式和速度方面研究有待深化。
本文着眼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中国目前发展方式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模拟支撑要素对不同经济发展速度、模式的支撑能力，探寻适宜的发
展速度和发展模式，为制定中国转型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本研究有助于推动国内
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是对“未来地球”框架文件倡议的重要响应。

2 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简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8）》，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 （不含港澳台地
区） 和 GDP 不断增长 （图 1），GDP 增速明显高于人口，表明中国人均 GDP 不断提高。
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速为 6.9%，人均 GDP 为 8881 美元，仍属中等收入水平[1]。人口方面，
1978-2017 年基本呈线性增长。2015 年以前人口年均增长 0.126 亿人，而 2015 年放开二
胎①之后年均增长 0.075 亿，增速有所下降。美国 2010-2017 年 GDP 年均增速 2.1%，人口
年均增长 0.023 亿，2017 年人均 GDP 为 59531 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
① 中国 1978 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015 年开始实行“二胎政策”，即一对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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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人 均 GDP 将 达 到 12838 万美
元，进入高收入行列，并于 2048 年超
过美国 2017 年收入水平。
参考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城市化及产业发展 [24- 25] 状况可知，
实现现代化需达到 75%以上的城市化
率 （人口城市化），同时完成工业化
并实现三产业占比达到 60%以上。中
国城市化率由 1978 年 17.92%增长到
图 1 1978-2017 年中国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
2017 年的 58.52%，年均增长 1.03 个
Fig. 1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7
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由 1978 年的
24.6%升至 2017 年的 51.6%，年均增长 0.69 个百分点。按照此速度，中国将于 2030 年实现
60%的三产占比，2033 年完成 75%的人口城市化率。
水资源利用方面，2017 年中国水资源总量为 28761.2 亿 m3，用水总量 6043.4 亿 m3
（21%），人均用水量 435.91 m3。有关研究显示，区域用水总量超过其水资源总量的 20%
即为缺水，用水量超过 40%为较严重缺水，而超过 70%以上即为严重缺水[26-27]。按照目前
的经济增速和用水强度，中国将在 2028 年进入较严重缺水状态。
水环境质量方面，化学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是水环境质量的
重要衡量指标。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Ⅰ类、Ⅱ类水 COD 容量≤ 15 mg/L） 可计算
得出中国水资源 COD 总容量为 4314.18 万 t。2017 年全国 COD 排放量为 1021.97 万 t，剩
余容量为 3292.21 万 t。按照目前 COD 排放强度，随着经济发展，水环境容量将于 2039 年
超载。
土地资源利用方面，2020 年全国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为 4071.93 万 hm2[28]。2017 年全
国建设用地为 3957.41 万 hm2，剩余 114.52 万 hm2。近 5 年建设用地年均增长 52.94 万 hm2，
按照该速度建设用地将于 2021 年用完，据此规划建设用地量可以满足 2020 年用地要求。
能源消耗方面，中国 2017 年能耗总量为 435818.63 万 t 标准煤。能源消费来自进口和
本地开采两部分，以常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例，三者总探明储量为 18729894.81 万
t 标准煤，2017 年三者总消费为 386176 万 t 标准煤，其中来自国内开采量为 297990 万 t 标
准煤。2007-2017 年中国能源生产弹性系数 （即能源生产量年均增速与国民经济年均增速
的比值） 为 0.45，6.9%的经济增速对应能源消耗增速为 3.11%，据此，2052 年上述常用
能源将枯竭。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按照目前的增长模式，虽然可在 2050 年前进入高收入行列，实
现现代化，但将面临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表明资源环境支撑系统不足以支撑目
前粗放的增长方式，探寻适宜发展速度与模式不容回避。

3 研究方法
3.1 模型及数据
系统动力学模型 （System Dynamics, SD） 适合于模拟真实世界非线性变化过程 [29-30]。
而人—地关系 （或社会经济—环境） 系统正是一个包含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动力系
统。SD 模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中也得到广泛应用[30-32]。鉴于研究问题的特点，本文
构建 SD 模型，称作中国模型 （China Model, CM），模拟中国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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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过程，探索适宜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模型以 2017 年为基年，逐年预测未来
情况直至 2050 年。开发平台采用 VensimDSS。统计数据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2018）》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8）》《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8）》。
3.2 CM 模型的建构
CM 模型包括人口模块、经济模块、水资源利用模块、环境模块、能源模块、土地
利用模块，各模块相互联系。
（1） 人口模块。人口模块根据历史变迁规律预测人口变化趋势、城市人口增长、城
市化过程。在中国，人口的变迁除了受出生率、死亡率、移民等多种因素影响外，还会
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影响。根据前文分析，在 2015 放开二胎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反
而下降，表明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可以预
见中国人口增长将进入拐点。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5]。根据世
界银行的预测，中国人口将于 2028 年达到峰值 14.17 亿，然后下降，2050 年为 13.36 亿。
2017 年中国城市化率为 58.52%，若到 2050 年完成 75%的城市化率，年均需要增长 0.50 个
百分点。
（2） 经济模块。经济模块用于模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过程。2017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2.3 万亿美元。将各年份 GDP 预测值与上述人口预测值相结合可计算出人均
GDP。产业结构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第一产业占比稳定，平均值为 7.9%，CM 模型
依然设定第一产业占比稳定在该值；2017 年三产占比 51.6%，若在 2050 年完成产业升
级、实现 60%的三产占比，则三产占比年均需增长 0.25 个百分点；根据一产和三产占比
可以求得二产占比。CM 模型中，经济增速和产业结构是调整参数，即待确定的参数。
（3） 水资源利用模块。水资源利用模块用于模拟用水总量的变化，包括生产用水和
生活用水。中国水资源总量为 28761.2 亿 m3，其中一产、二产、生活用水 （包括三产）
分别为 3766.4 亿 m3、1277 亿 m3、838 亿 m3。而一产、二产 GDP 分别为 65467.6 亿元、
334622.6 亿元，人口为 13.9 亿。由此可得出生产和生活用水强度：一产用水强度 0.385 亿
m3/亿美元、二产用水强度 0.026 亿 m3/亿美元，生活用水强度 0.0060 亿 m3/万人。另外，
生态用水占用水总量的 2.8%，CM 模型采用该生态用水比例。未来各年份的总用水量是
一产用水、二产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之和，如公式 （1） 所示：
w = GDP × r pri × 0.385 + GDP × (1 - r pri - rter ) × 0.026 + pop × 0.0060 + w eco
（1）
式中：w 为总用水量；rpri、rter 分别为一产和三产的占比；pop 为人口数量；weco 为生态用
水量。
（4） 环境模块。本模块用于模拟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过程。水环境质量受很多因素影
响，本文采用常用的 COD 含量表征水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根据经济和污染
排放数据可以得出生产和生活污染排放强度：第一产业排放强度为 0.0455 万 t/亿美元，
第二产业排放强度为 0.0026 万 t/亿美元，生活排放强度为 0.0053 万 t/万人。据此可以求出
COD 排放总量，如公式 （2） 所示：
（2）
ttlCOD = GDP × r pri × 0.0455 + GDP × rsec × 0.0026 + pop × 0.0053
式中：ttlCOD 为生产和生活 COD 排放总量；rpri、rsec 分别为一产和二产的占比；pop 为人
口总量。为保持水环境质量，COD 排放总量 ttlCOD 不能超过水环境总容量的上限。
（5） 能源模块。能源模块用于模拟能源消耗变化过程，能源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两
个方面。根据各产业能源消耗、生活能源消耗、GDP、人口可计算得出各类能耗强度：
一产能耗强度为 0.871 万 t/亿美元、二产能耗强度 6.767 万 t/亿美元、三产能耗强度 1.31 万
t/亿美元、居民能耗强度 0.39 万 t/万人。据此，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可计算出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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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消耗总量，如公式 （3） 所示：
E = GDP p × 0.871 + GDP s × 6.767 + GDPt × 1.31 + pop ×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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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E 为能耗总量；GDPp、GDPS、GDPt 分别为一、二、三产 GDP；pop 为人口数量。
社会经济发展受可用能源总量的限制。可用能源来自本地或进口两个方面。以常用
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计算，2017 年消耗本地能源总量为 297990 万 t 标准煤，占总能
耗的 66.4%。而 2017 年三者探明储量总和为 18729894.81 万 t 标准煤。每年三类常用能源
的剩余量为总储量减去消耗总量。如公式 （4） 所示：
E a = Ethree_ttl -∑(Ei × 66.4%)
（4）
i

式中：Ea 为剩余能源总量；Ethree_ttl 为三类常用能源总量；Ei 为第 i 年份能源消费量。根据
公式 （3） 和 （4） 可以计算出剩余储量能够支撑的经济和人口总量。
（6） 土地利用模块。本模块用于模拟建设用地变化增长过程。2017 年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为 55155.47 km2，包括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三产用地。结合产业 GDP 和人口可计
算得出各类建设用地强度：工业用地强度为 0.2652 km2/亿美元、第三产业用地强度为
0.0864 km2/亿美元、居住用地强度 0.2087 km2/万人，据此可计算出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
所需的用地增量，如公式 （5） 所示。
∆Land c = ∆GDP s × 0.2652 + ∆GDPt × 0.0864 + ∆Urban_pop × 0.2087
（5）
式中： ∆Landc 为新增产业和居住用地总量； ∆ GDPS、 ∆GDP t 分别为二、三产 GDP 增
量； ∆Urban_pop 为城市人口增量。居住和产业用地的不断增长，但总量不能超过剩余
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即 114.52 万 hm2。
（7） 模块的集成—CM 的建构。将上述各个模块集成，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 （图 2）。
各大模块的核心要素采用深色标注。该模型输入参数包括人口、GDP、产业结构、各产
业和人口的资源消耗强度、污染排放强度、人口和 GDP 增速，以及其他的调控参数。输
出是未来各个年份的剩余建设用地、剩余水资源量、剩余环境容量、剩余能源储量等预

图2

系统动力学模型：
中国模型

Fig. 2 System dynamics: Chin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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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变量。GDP、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模拟结果发生变化，同样地，资源消耗强
度与污染排放强度的调整也会导致模拟结果发生变化。利用 CM 模型，根据要达到的发
展目标，可求解适宜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

4 情景设置与结果分析
为实现 2050 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一目标，本文设定了不同的发展情景，探索适宜
发展速度和模式。本文设定发达国家标准：资源环境支撑系统良好、高收入、现代化。
根据前文讨论，本文设定现代化标准为：75%以上的城市化率和 60%以上三产占比。
情景 1，本情景用于求解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可采取的最大发展速度。换而言
之，若保持目前的资源消耗强度及污染排放强度，为于 2050 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维持
资源环境不超载，可采取的最大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是多少？为于 2050 年实现现代化，
完成城市化率 75%，并实现产业转型，三产占比达到 60%，城市化率和三产占比年均增
长分别为 0.50 个百分点、0.25 个百分点。较之目前的态势，城市化速度和产业转型速度
均有所下降。CM 模拟结果显示，为保持 2050 年前不超载，最大能支撑的经济增长速度
是 3.8%。在该速度下，2027 年人均 GDP 达 12650 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采
用 3.8%的经济增速，中国可实现 2050 发展目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且维持良好的资
源环境支撑系统。
情景 2，该情景参考美国的技术发展水平解析最乐观的发展速度。本情景是在情景 1
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污染排放。可
获取的数据显示美国近年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较为平稳，2015 水耗强度为 0.029 亿 m3/亿
美元[33-34]，是中国目前水耗强度的 60%，若中国 2050 达到该水平，则需年均下降 1.22 个
百分点；美国 2017 能耗 1.647 万 t 标准煤/亿美元 GDP[35]，是中国能耗强度的 45%，若中国
2050 年达到该值，需年均下降 1.67 个百分点；由于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费有着直接的联
系，本文设定污染排放与能耗同等的改善速度。在此基础上，CM 模拟结果显示，最高
可采取 6.3%的发展速度。在该速度下中国可于 2023 年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行列。因
此，若 2050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会达到美国目前水平的情况下，采取 6.3%的速度发展，可
确保中国于 2050 年前进入成为发达国家。
情景 3，该情景用于解析最优发展速度，是在情景 1 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技术进步，
模拟求解最大发展速度。对于该情景而言，度量技术进步速度是关键环节。国家信息中
心评价结果显示，2000 年后中国技术进步速度年均增长 0.42%[36]。基于该研究，本文设
定未来中国资源消耗强度、污染排放强度按照此速度不断改善，CM 模拟结果显示，最
大可采取 4.4%的增长速度。该速度下，中国将于 2025 年进入高收入行列。因此，该速度
可确保 2050 年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上述各发展情景对应的参数如表 1 所示。综合以上模拟结果，为于 2050 年实现现代
化，城市化率和三产发展最低年均增长分别为 0.50 个百分点、0.25 个百分点；发展速度
方面，维持现有的技术条件，中国可以采取的最大发展速度为 3.8%；在乐观的相信技术
不断进步并于 2050 年达到美国目前水平，中国可以采取的最大增长速度为 6.3%；参考中
国 2000 年以来的技术进步速度，4.4%的增长速度较为适宜。据此，中国适宜发展速度区
间为 3.8%~6.3%。基于该模拟结果，3.8%~4.4%是较为安全的发展速度，而 4.4%~6.3%的
发展速度则面临更大的调整，要求足够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如果对技术进步足够乐观，
可以考虑提升速度，否则需放缓发展速度，以降低对资源环境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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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情景参数
Tab. 1 Parameters of each development scenario
参数类型
人口、
城市化
产业经济
水资源

水环境

能源

土地资源

参数

当前态势

人口增长

750 万/年

城市化速度(百分点/年)
三产发展占比增长(百分点/年)
经济增长速度(%)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1.03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预测值
预测值
0.5
0.50

0.50

0.69

0.25

0.25

0.25

6.9

3.8

6.3

4.4

一产用水强度(亿 m /亿美元)

0.385

0.385

下降 1.22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二产用水强度(亿 m3/亿美元)

0.026

0.026

下降 1.22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生活用水强度(亿 m3/万人)

0.0060

0.0060

下降 1.22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一产 COD 排放强度(万 t/亿美元)

0.0455

0.0455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二产 COD 排放强度(万 t/亿美元)

0.0026

0.0026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生活 COD 排放强度(万 t/万人)

0.0053

0.0053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一产能耗强度(万 t 标准煤/亿美元)

0.8710

0.871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二产能耗强度(万 t 标准煤/亿美元)

6.7670

6.767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三产能耗强度(万 t 标准煤/亿美元)

1.3100

1.3100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生活能耗强度(万 t 标准煤/万人)

0.3900

0.3900

下降 1.67 百分点/年

年均改善 0.42%

工业用地强度(km /亿美元)

0.2652

0.2652

0.2652

0.2652

三产用地强度(km2/亿美元)

0.0864

0.0864

0.0864

0.0864

居住用地强度(km2/万人)

0.2087

0.2087

0.2087

0.2087

3

2

世界银行
预测值

5 讨论
诸多资源要素是可以通过市场流动实现跨区占用，因此资源的利用可以来自本地也
可以进口。关注当地资源消耗，本文评价了社会经济系统对本地资源的消耗强度。未来
社会经济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增加进口的比例，降低对本地资源的利用强度。因此，为提
升模拟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考虑社会经济系统对外部资源依赖的变化趋
势。除此以外，技术的进步可使人类有能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甚至开
发出新的替代资源。但技术进步速度难以量化和预测，而且技术进步也可能产生新的污
染，成为一把双刃剑。这都增添了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为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性，模拟过程中可以考虑给予技术进步较小的权重，毕竟较慢的发展速度和资源的盈余
比过冲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本研究宏观上模拟了全国尺度上三大类产业发展及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撑系统的
作用关系，而不同产业部门资源环境效应存在差异，尤其是包含诸多部门的工业。为了
辅助更为精细的产业决策，需在细分产业的基础上开展更为微观的模拟分析。同时，人
口和产业分布受区位条件的影响，通常不会均匀分布于国土空间上，即便在全国层面，
社会经济总体量处于可承受范围内，而在经济密度较高的区域可能已经出现超载情况。
为实现对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撑，需在更细尺度开展应用研究。
时间序列方面，本文结合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模拟分析了 2050 年前实现现代化并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情景，探寻相对优选速度和发展模式，未关注更长时间的发
展，模拟结果并不能说明某种发展速度可以在 2050 年后一直持续下去。至于更长远的发
展，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会有进一步提升。就本模型
的作用而言，可用于检验不同发展情景，为决策提供参考，而非代替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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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致使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同时，为实现现
代化、跻身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又需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直面持续发展和改
善环境两个方面的诉求，中国致力于稳增长、调结构，并力促创新发展。为此，学者和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采取何种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较为适宜？本文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
型，称作 CM 模型，模拟经济发展、城市化、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支撑系统的相互作用
关系，解析适宜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
结果显示，为实现 2050 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在考
虑技术进步会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的前提下，采取 3.8%~6.3%的发展速度较为
适宜。在该发展区间内，为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可适当降低增长速度，反之，如果对
技术进步足够乐观，可以考虑提升发展速度。3.8%~4.4%是较为安全的发展速度，而
4.4%~6.3%的发展速度则要求较高的技术进步。通过 CM 模型，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发展情
景，选择更优发展模式，辅助决策。本研究就适宜发展速度和模式方面，发展了资源环
境承载力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模型也有待深化和完善。目前依据中国的发展目标设置了基础情景，而实际社会
经济的发展影响因素很多。未来可在细分产业的基础上纳入更多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
要素，开展更细尺度的应用研究，将模型拓展应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空间优化、资
源环境管理与利用。模型准确性也依赖于经济学、人口学领域方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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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China has created a miracle of long-term
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suffered a
serious damage, which is highlighted by the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 a result, China is facing a slowdown i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a certain speed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a powerful nationality entering the rank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50. To this end, China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Now Chinese scholars and
governments need to answer this kind of question: What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expected
along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modes or means of regulation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growth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influenced and even
dominated by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upport system.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reve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modes 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 simulate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m, explore the possible options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requirements for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system (the
main factors), and provide early warning regar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entering the rank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50 and maintaining a f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uitable growth
rate for China's economy is 3.8%-6.3% on the premise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pollution emissions. Within this speed range, on the
one hand, the smaller development velocity may be adopted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velocity can be adopted given that we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model proposed could help to compar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cenarios and determine a better development mode; this way provides decision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a response to the "Future Earth" framework
document. It develop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peed.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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