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建设陆海统筹的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

———兼论深圳市大鹏新区的探索方向

李佐军　王　俊

摘 要　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是促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和提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深圳市大鹏新区具有建设自

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条件和优势。结合国内外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

的经验，建议大鹏新区建设国内首个陆海自然资源资产全覆盖的交易市场，

重点要从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对象、制定自

然资源资产交易规则、强化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监管、加强自然资源交易能力

建设等方面着力，探索陆海统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大鹏模式，争取成为自

然资源资产交易的国家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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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繁衍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随着技术能

力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人类早已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同等重要，如何平衡好

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一项重大课题。因此，如何最

优配置经济行为中的自然资源要素，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世界

各国均需面对的重要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自然资源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外部性

问题，基于科斯 （２００９）的产权理论，通过确定产权的方式，在市场交易中将外部
性内部化，能够达到最优配置资源的目的，所以通过对自然资源资产确权并促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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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途径。

自然资源没有标准的定义，刘欣 （２０２１）梳理文献后认为，自然资源通常是指水、矿
产、森林、草原等人类可以支配的有形物，具有天然性、经济性和稀缺性等特征。自然资

源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孙鸿烈 （２０００）主编的 《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自然
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气候和海洋六大类。目前，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由分散转向集中统一，自然资源权属管理和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的所

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改革逐步推进。国家在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

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同时提出要依法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权利行

使主体，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和权能，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提升自

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①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与公共资源交易覆盖范围有一定的交叉。自然资源资产交易重

点强调交易对象为自然资源资产，与之相关的各种形式的交易都应包含其中，由于自

然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性、生态性，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所以很多自然资源资产具

有公共资源的特征，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控 （张伟等，２０２１）。公共资源交易特指针
对公共性、公益性或社会性资源的市场交易行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构成 （艾琳、

王刚，２０２１）。公共资源交易所包括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产权交易、政府
采购等均不属于自然资源交易的范围，但是土地出让和采矿权出让等国家所有产权的

自然资源被纳入公共资源交易的范围。从生态文明建设、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绿

色低碳发展等角度而言，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然资源交易市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

需要。

总体而言，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是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环

节，是市场化配置自然资源要素、提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实

现 “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从公共资源资产交易迈向自然资源资产市场交易必将

是下一阶段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建设陆海统筹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是经济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一）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属于公共资源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已逐步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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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１９年印发的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９〕２５号）。



年，国务院为了防止公共资源交易碎片化，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为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监管和公共服务水平；为了促进公共资

源交易阳光操作，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正

式发文要求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

政府采购等交易市场，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① 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为了指导各地明确公共资源范围，积极稳妥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提出公共资源

交易范围逐步扩大到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自然资源、资产股权、环境权等各类公

共资源；明确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权、林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农村集体

土地经营权和 “四荒”地使用权等产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的范围。② 迄今为止，

全国各地均搭建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极大地提高了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透明度和公

平性，规范了市场交易的效率，但不属于公共资源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尚未建立

起来。

公共资源交易涵盖的自然资源资产较为有限，两者的经济属性、交易方式和交易

规则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能完全适应于自然资源资产

交易的要求。一是因不同类别的自然资源资产属性差别较大，难以全部纳入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例如，碳排放权交易是基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引导企业控制温室

气体转向清洁生产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需要国家进行顶层

设计，所以国家特别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二是公共资源交易目录中并不

能完全覆盖自然资源资产。例如，在政府指导下，各地区基于低碳经济所开发的碳

汇及其交易同样不能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但是碳汇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可以相

互结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三是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会使得产权更为明晰，更多自

然资源资产的部分权属将脱离公共资源的属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将不适应于市场

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自然资源和环境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存在着较大

的难度。总之，规范系统地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是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基本方向。

（二）建设陆海统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必要性

在自然资源的使用过程中，既要高质量、高效率开发利用，又要尊重自然规律、

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做到有序开发、科学开发和可持续性开发自然资源，在开发的过

程中同步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充分平衡发展与共同富裕、碳达峰碳中

和等战略目标，是建设陆海统筹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主要目的。

陆海自然资源资产纳入统一的交易平台管理，便于政府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

管控和监督。一是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要坚持陆海统筹。从科学上而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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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印发的 《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６３号）。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１９年印发的 《全国公共资源目录指引》（发改法规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号）。



海自然资源本来就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能人为将其割裂开来；

陆海统筹有利于合理确定不同自然资源的可交易产权边界，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防止生态系统的破坏。二是自然资源的种类较多又相互联系，需要建立系

统性的监管体系。在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管理中，能够交易的资产一般为限制性产权，

在交易后仍然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以防止越权使用造成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的

破坏。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将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更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是自

然资源资产交易既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的转让，也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的再流转，交易市

场能够弥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局限，同时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挖掘自然资源

的经济价值。二是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更便于市场金融资本的进入，通过二级交易

市场或衍生金融产品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补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资金需求。三是

能够提升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效率。因为市场各类参与主体的介入，使得自然资源资

产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中信息披露更为透明，资产流动性更为充分，这会提高

交易效率。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保护生态环境。一

是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可以产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效应，能够让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落地，促进生态资源丰富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脱贫致富，不用走工业发

展 （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而可以通过跨区交易实现区域平衡充分发展和共同富

裕等战略目标。二是有利于挖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虽然生态价值难以量化和货币

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稀缺程度和政府、公众的重视程度，以及国际形势的发

展，但是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同时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在交易中充分体现自然

资源价值，引导市场主体节约、保护和投资自然资源领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

然资源的高效使用。三是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有助于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实

现。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便于将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有机结合起来，便于区域协同

和陆海统筹相结合，以在保障经济增长前提下同步实现该目标。

三、探索建设深圳市大鹏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交易体制难以满足自然

资源资产交易需求。作为 “双区”驱动建设的深圳，有条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打

造自然资源资产全覆盖的交易市场，为国家顶层设计或其他地区提供经验。① 基于大

鹏新区所特有的政策、区位、资源等优势，布局建设陆海统筹的自然资源交易市场，

既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的责任，又是大鹏新区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迫切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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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双区”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



（一）大鹏新区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非常有必要

一是推进陆海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陆海统筹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尊重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建立陆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构建陆海联

动、统筹规划的治理格局，同时要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可以运用市场力量促

进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科学有序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市场交易的价格发现功

能有效促进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固有的复杂性无法完全依靠政府

行政力量来主导，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广泛调动社会力量来高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

有效降低生态文明建设成本，并提高建设效率。大鹏新区探索陆海统筹下自然资源资

产交易市场建设，就是要通过市场交易方式统筹陆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运用市场

配置资源方式，既要开发陆海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

化，又要挖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保护生态环境。

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需要。深圳市迎来了 “双区建设”及

“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历史机遇。大鹏新区是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而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鹏新区在资

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对陆海统筹下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探索，符合深圳市对大

鹏新区的定位，既能促进深圳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及 “美丽深圳”建设，又能发挥自

然禀赋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先行先试是深圳作为示范区的重要使命，大鹏新区

在该领域的探索正是这一使命很好地体现。推进陆海统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

设，重点在于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的建立及交易制度的设计。这样既是为全国各地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提供平台，促进各地自然资源有序开发，又能为其他相关地区的自

然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积累经验，同时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解决方法、

完善交易制度等，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示范效应。

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２０２０年发布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不断在经

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特别强调要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这使得自然资源资

产交易市场建设成为必然要求。① 当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主要在于经济产

品的交易，生态产品交易还处于探索状态，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固有的属性，使得一

些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清晰，生态价值难以准确度量。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

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会不断凸显，交易市

场会不断扩大，相关交易平台建设更为迫切。大鹏新区建立陆海统筹的自然资源资产

交易市场，重点要探索陆海自然资源的生态产品交易制度。要逐步建立健全规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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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２０２０年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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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公平、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最优配置，同时弥补

市场经济体制中生态产品交易制度的不足。

（二）大鹏新区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现状与问题

１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的现状
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仅限于公共资源的交易，根据国家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的建设和部署，“深圳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２０１４年挂牌运作，２０２１
年改制为 “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大鹏分公司”。① 现交易平台是以政府采购中心为

基础，按照 “一个平台、功能多样、廉洁高效、方便群众”的要求，通过整合小型

建设工程及其他招投标平台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制定政府采购、小型建设工程、“三资”交易、国有

资产处置等业务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共１１项，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从
源头上把控公共资源交易的法律风险。新区发展和财政局、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管理

局、社会建设局、交通运输局等按照自身业务范围，依法对涉及本行业的公共资源交

易项目进行业务监管；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对公共资源交易实施监督。平台交易覆盖范

围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还没有通过市场化方式交

易自然资源、环境权等各类公共资源，但是在运营过程中，以政府采购的方式涉及到

一些公共自然资源交易的探索，如大鹏办事处沙滩管理服务项目、大鹏新区生态环境

动态监测系统项目等服务购买。

２大鹏新区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大鹏新区是深圳市森林面积最大且保存最为完好、自然生态景观价值最高、历史

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滨海旅游和生态生物资源。根据大鹏新区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主要自然资源有林地、城市绿地、湿地、饮用水、景观水、沙滩、

近岸海域、大气、古树名木、珍稀濒危物种等１０类资产。２０１８年，大鹏新区自然资
源总资产价值为８５６２５亿元，其中实物量资产价值４０１９７亿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为４５４２７亿元。实物资产价值中林地资源占比高达８１３０％，其次是城市绿地、景
观水、珍稀物种和沙滩资源，价值占比分别为 ９７８％、５５６％、１５５％和 １２９％，
其他资源占比均小于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林地资源的占比为４３０２％，近岸海
域资源、大气资源、饮用水资源和沙滩资源，占比分别为３１７４％、８５３％、５４８％
和５４５％，其余资源占比均小于５％ （李佐军、王俊，２０１８）。

根据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涉及自然

资源资产交易的有以下几类：一是海洋资源交易，包括海域使用权出让、无居民海

岛等海洋资源使用权出让；二是林权交易，包括国有林地使用权、租赁权和林木所

有权出让，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出让；三是农村集体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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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工作方案》（深府 〔２０２０〕３９号）部署，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负责的
有关业务主体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变更为深圳交易集团。



交易，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经营性资产出租、资产股权转让；四是 “四

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地使用权流转；五是排污权交易，包括定额出让

或公开拍卖排污权；六是碳排放权交易；七是用能权交易。对照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基于大面积海域和森林资源，大鹏新区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非常丰富，至少包括海

域和海洋资源使用权、林地和林权的租赁使用、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海洋碳汇交

易等。

３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大鹏新区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没有独立的管辖权。２０１９年，根据深圳市委

市政府部署开始组建公共资源统一平台，独资成立了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市

属国资交易资源整合改革，深圳联交所、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深圳排放权交易

所、深圳南方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被纳入集团平台体系。２０２０年，将深圳市政府采
购中心、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以及深圳各区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整合纳入交易集团，并在全市设立了１４家分公司，其中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现变更为交易集团大鹏分公司，大鹏新区即失去了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独立管

辖权。

二是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存在着局限性。现有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主要承

担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资产交易等事务性功能，以政府需求为主导，没有市

场化的交易机制和通道，平台中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局限于土地等国有资产的交易，覆

盖面比较窄，交易资产的固有特性导致交易参与主体和交易形式较为单一，政府采购

和资产出售主要是以 “招拍挂”方式进行交易。陆海统筹下自然资源交易的种类较

多，参与主体多样，需要市场化的机制和平台相匹配，现有的交易条件难以满足

要求。

三是大鹏新区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尚未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需

要与所交易自然资源资产相匹配，明确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范围是前提条件。大鹏新

区所辖区域内的土地、海域、森林等大量自然资源资产都属于国有或集体资产，涉及

陆地和海洋不同类别的资产，管辖部门也错综复杂，生态红线范围涉及到的自然资源

利用有较多的限制。需要进行陆海协调才能确立辖区内自然资源产权，区分自然资源

资产中的经济价值产品和生态价值产品，确定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范围，以及建立相

应的交易制度。

四是大鹏新区不具备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碳汇交易的发展需要与碳排放权

交易结合起来，而深圳碳排放权交易隶属于深圳市排放权交易所，现已整合纳入深圳

交易集团，该所明确可经营范围包括：为温室气体、节能量及其相关指标、主要污染

物、能源权益化产品等能源及环境权益现货及其衍生品合约交易提供交易场所及相关

配套服务；为碳抵消项目、节能减排项目、污染物减排项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及

能源类项目，以及能源和环境权益投资项目提供咨询、设计、交易、投融资等配套服

务；为环境资源、节能环保及能源等领域股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等各类权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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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提供专业化的资本市场平台服务。

（三）加快建设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对策建议

１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
大鹏新区可以在陆海统筹层面上整合现有的自然资源交易市场，系统构建一个陆

海自然资源资产全覆盖的交易平台，定位为打造国内首个 “全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

台”，重点探索市场化交易自然资源资产的体制机制。一是与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合作，将国家目录中规定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同时可以考虑

建立增加市场化交易端口的大鹏特色交易平台，弥补现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缺陷。

二是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合作，将排放权交易链接进入深圳排放权交易平台，增加大

鹏新区碳汇交易平台对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大鹏新区碳汇项目及交易的发展。

三是针对其他自然资源资产建立补充交易平台，对于尚未纳入或暂时不便纳入已有交

易平台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全部纳入补充平台，探索经验，待发展成熟后再转入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四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配套服务平台，开展涉及知识产权、金

融资产权益等品种的交易业务，投融资、股权交易、租赁权抵押等金融创新服务，信

息咨询、业务代理、专业技术提供等衍生产业等。

２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对象
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对象必须涵盖国家 （２０１９）及广东 （２０２１）的公共

资源交易目录要求，并积极拓展没有在目录范围的自然资源资产。① 首先，重点是以

辖区内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为主，如海域、沙滩、河流、湿地、荒地、林

地、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和租赁权。然后，以此为基础拓展交易范围，逐步覆盖国

家全部陆海自然资源资产，如无人海岛使用权、海沙开采权、河沙开采权、经营性

河域使用权、滩涂等使用权，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四荒” （荒山、荒沟、荒丘、

荒滩）地使用权、用能权等。同时，为了成为全国陆海统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理

想之地，还需要探索跨区域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如跨区域的碳汇交易、水权交易

等，特别是利用大鹏半岛丰富的海洋资源，可重点探索和布局海洋碳汇交易，并以

此为基础构建辐射全国的碳汇交易市场，使之成为国家跨区域生态补偿的重要渠道。

另外，促进不涉及政府部门的自然资源资产再流转的市场化交易也是一个重点的发

展方向。

３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交易规则
大鹏新区交易规则应与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特性相匹配，并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现行交易规则基础上进行修订。一是建立可交易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核准制度，包括

核准的机构、方法、程序、监管以及产权证书颁发等均应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可交

易自然资源资产在交易之前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并公示，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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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边界、期限和权限等内容。二级市场交易也要由政府部门登记备案，确认或更

新自然资源资产状态、更新使用单位及权限等信息，并向公众公示。二是建立标准规

范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管理制度。政府转让的自然资源资产属于一级交易市场，必须

按现有规定，采用 “招拍挂”的方式出让资产，签订合同并颁发使用或租赁证书，

规定使用单位或责任人、使用时间期限、经营项目范围等使用权限。二级市场交易要

采取挂牌交易竞价制度，提供信息发布、交易审核、资金监管、业务咨询等配套服务

和平台，自然资源资产交易时买卖双方应到主管机构备案并更换使用凭证。三是建立

衍生产品交易管理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的市场化交易可能会出现衍生产品，健康有序

的衍生产业，如资产证券化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和投融资、信息咨询、业务代理等服

务业，可有力地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的发展。

４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监管
大鹏新区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监管的重点在于制定规范的监管制度，并在实践

中严格执行。一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管理的定期检查制度。重点是监督职能管理

部门，使其严格按照交易规则和程序办理相关业务，特别是对产权核准、证书颁发、

交易备案等日常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便堵住制度漏洞，优化管理制

度，提高管理效率。二是建立重点自然资源资产交易项目的抽检审查制度。涉及到对

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项目交易，可以联合第三方单位对全过程进行严格的审

查，以防范因官员腐败所导致的利益输送、自然资源资产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三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使用的监督巡查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后购买者并不是

得到了完全产权，需要监督购买者在规定权限下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规范使用，特别

是要防止因不规范和过度使用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性破坏。四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监

督制度。监督管理必须调动广大公众的力量，可以及时将交易的自然资源内容、开发

使用限制、交易单位等信息披露出来，并通过公众意见反映渠道或窗口，及时反馈和

处理公众提出的意见。五是建立严格的执法管理制度。对于交易或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违法违规问题，必须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无论是管理干部还是买卖双方，都要从严问

责、从速处理。

５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能力建设
大鹏新区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能力建设，需要结合新技术并创新交易制度。一

是创新可交易自然资源的确权和监督方式。在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开采权、租赁

权等交易权限确定及其监管过程中，应探索使用先进的勘测方法和技术，以及高效的

动态监测技术和手段。二是运用信息化技术整合资源来提高效率。综合运用互联网平

台、５Ｇ网络、云计算等方式，进行全流程的网络化作业，批量处理交易信息以降低
交易成本；建立网上的招标、投标、评标、开标、公示、立项等全流程的招拍挂标制

度，可包含登记、咨询、缴费等具体环节；运用区块链技术整合资源建立数据库，监

测各种自然资源信息的动态变化，给予交易管理过程以数据支持。三是与深圳交易集

团等机构合作。因交易对象及其管理的交叉性和相似性，需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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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权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等多个平台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支持。四是搭建平台公司

进行市场运作。主要进行相关业务的投融资决策、相关金融和咨询等领域的公司孵

化、自然资源资产测算及交易范围的选择、碳汇开发及其交易的专业技术研究等方面

的运作。

６争取成为国家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建设示范区
大鹏新区要努力争取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首先，要争取得到深圳

市的支持。大鹏新区承担着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探索与改革的重任，市场化的

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在全国正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大鹏新区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

场要与深圳交易集团所辖多个单位合作，必然需要深圳市在政策、资金及部门协调

等方面给予支持。然后，积极争取广东省和国家的支持。要增强大鹏新区自然资源

资产交易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拓展交易对象和参与主体，重点要在跨区域的陆海统

筹自然资源交易领域进行探索，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建设到

一定程度后，可争取成为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国家部署

将主要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时间较短，政策落地过程中难免

会出现各种问题，如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绝大部分都是有限产权，生态价值实现难以

准确度量，市场化交易存在较大的实施难度。由于大鹏新区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

以陆海统筹为特色、以市场化交易平台为重心，加之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

和资源禀赋优势，在大鹏新区建设国家级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示范区是完全有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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