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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分式问卷的青岛浒苔绿潮灾害对

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影响评估

周摇 罡,摇 李京梅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摇 要:海洋藻华灾害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中对滨海旅游经济及景观资源非

使用价值(non鄄use value)的影响,无法从市场中得到直接评估。 在对这部分非使用价值的评估中,条件评

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也称条件价值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主要方法。 该方法通过

社会调查,以问卷方式收集被访者的信息,通过社会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对目标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受影响程

度进行定量评价。 本文利用 CVM 中的二分式实证问卷,以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

的影响为目标,调查在浒苔绿潮发生期内游客对改善滨海景观的支付意愿(WTP)信息,通过二值选择模

型(Logit 回归模型)计算,将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进行货币化评估,得出

了该影响的大致范围,以直观的方式评价了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 这一

方法可以作为海洋藻华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为政府及相关组织对海洋藻华灾害的

预防、治理以及更合理和有效的应急处置提供灾害经济影响部分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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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Ulva Prolifera disaster to the non鄄use value of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dichotomous questionnaire

ZHOU Gang,摇 LI Jing鄄mei
(School of Econom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Algae blooms disaster has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socio鄄economic aspects of the coastal areas. A鄄
mong them,the impact of coastal tourism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landscape resources,part of the impact of non鄄use
value,cannot be directly evaluated from the market assessment. In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non鄄market value,condi鄄
tion evaluation method (CVM) is the one that most widely used. The method CVM collec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e鄄
spondents through the social survey and collects the questionnaire,and then evaluates the target resource value. In this
paper,we use the dichotomous questionnaires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tourists to pay for the coastal landscape
improv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Ulva prolifera(a green tide). The binary choice mode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ries to
carry out the impact of the Ulva prolifera disaster on the non鄄use value of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in Qingdao.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impact of the Ulva prolifera disaster on the value of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in an intuitive way. In addition,this research,as a supplement to the socio鄄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the coastal algae disaster,provides the decision鄄making basis for the disaster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in the prevention,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decision鄄making of seaweed disas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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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s and then help them to make decisions more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Key words:Ulva prolifera disaster;impact assessment of resources value;binary choice model

摇 摇 浒苔绿潮灾害的概念,来自因海洋有害藻华

引起的海洋藻华灾害概念。 海洋有害藻华( har鄄
muful algal blooms,HABs)泛指海水中浮游生物、
大型藻类大量增殖,导致大批鱼类死亡、海产品沾

染藻毒素以及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一种现象[1],
当海洋有害藻华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规模的破

坏,称成海洋藻华灾害[2]。 由此概念,由浒苔绿

潮爆发造成社会经济一定规模的破坏,称为浒苔

绿潮灾害。
海洋藻华灾害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海洋生态

灾害之一,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海洋环

境生态问题。 浒苔绿潮灾害是近十年黄海海域典

型的有害藻华灾害,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用海、工矿

用海、旅游娱乐用海等海洋生产活动都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 其中,每年春夏季近海浒苔绿潮灾

害的发生,直接破坏了山东沿海地区滨海景观和

环境,对当地滨海旅游资源价值造成损失,降低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形成严重的

潜在威胁[3]。
旅游资源具有价值,来自它能够给旅游者带

来欣赏、舒适、愉快的感受及效用。 这些效用及价

值主要是:通过旅游活动直接获得的使用价值

(value in use);仅因为美学等享受而希望其可持

续存在的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虽然目前不

使用,但仍存在未来使用可能的选择价值(option
value);以及遗留给后代享用可能的遗产价值

(bequest value)。 在环境、资源经济学中上述效

用及价值的后三种价值也称为旅游资源的非使用

价值(non鄄use value),其中存在价值被认为占有

绝对比例[4]。
在海洋藻华发生期内,滨海旅游资源使用价

值的变化,亦即对旅游资源的直接经济影响,可以

通过市场价值变化来描述,通常的方法有以因藻

华灾害而关闭的浴场或其他景点门票的收入损失

计算[5],或通过对比有无藻华灾害发生的两段时

间内该地区旅游人数的变化来推算收入损失。 而

非使用价值是一种非市场价值的公共物品,对其

价值影响的评价无法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实

现。 因此,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统计出一次藻华

灾害对滨海旅游资源的直接经济影响(使用价值

影响),但是藻华灾害对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

值影响的评估则需要借鉴其他环境资源评估的方

法,如条件评价法来开展研究。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条件评价法

环境资源的评估常用的方法分为显示性偏好

和陈述性偏好[6]。 显示性偏好是利用可以观测

的人的行为来推测环境资源物品或服务的价值,
一些市场数据如工资、地价、旅行费用等是分析的

必要依据;陈述性偏好是设置一个假想市场,采用

社会调查(通常是问卷)的方法直接从被调查者

的回答中得到需要的信息进而分析环境资源

价值[7]。
条件 评 价 法 (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也称条件价值法) 是目前对陈述性偏好分

析的主要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条件评价法是典

型的陈述偏好评估法,在假想市场的情境中让被

询问者对某一环境改善或资源保护的措施提出自

己的最大支付意愿( willingness to pay,WTP) 或

对环境资源质量下降能接受的最小赔偿意愿(
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TA)。 通过对

人们的 WTP 或 WTA 进行估计,得出环境资源改

善或下降对应的以货币单位度量的价值损失[8]。
同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价值法不同的是,条件

评价法没有可观察到的或预设的市场行为,依据

的是被询问对象通过回答问题提供的信息。
条件评价法用于环境物品的使用价值和非使

用价值评估,在近五十年的研究中已经成为环境

物品和服务非使用价值评估的最主要方法[9]。
条件评价法 CVM 是一种结构化问卷调查方法,可
以用来研究消费者对非市场物品或服务价值的主

观评价,通过对被访者提供特定非市场资源的市

场交易价格,要求被访者给出某环境资源的质量

状态从一种状态改善到另一种状态时其最大意愿

支付(WTP);或该环境资源质量状态从一种状态

退化到另一种状态时其最低可接受的货币补偿

(WTA),从而对环境资源价值进行评价,或对某事

件发生时环境资源价值的变化给出合理的评估。
CVM 方法实施程序[10]:首先建立一个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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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条件,方便被访者参与调查情境;然后在假

设市场上发生假想的休闲旅游产品“买卖冶;最后

把假想发生的“买卖冶价值看作单个被访者的交

易价值。
1. 2摇 CVM 的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

假设由两类产品构成的效用无差异曲线,设
价格:

P={p1
1,p2

1,p1
2,p2

2},p1 ={p1
1,p2

1},p2 ={p1
2,p2

2};
并设 p2 = p1

2 = p2
2 是不变价格,其值固定。

根据谢泼特(Shephard)引理,对给定支出函

数中的价格求偏导得到希克斯补偿需求函数 h1

(P,u0),在两个价格间希克斯需求曲线所围成的

面积,即是补偿变化,以积分式表达:

CV = 乙p
1
1

p21
h1(P,u0)dp1 = 乙p

1
1

p21

坠e(P,u0)
坠p1

dp1;

由间接效用方程 u0(p1,M)= u1(p2,M鄄CV)可
以得到补偿变化 CV,假设对于环境资源的质量变

化,消费者为使环境水平恢复到原先效用水平的

最大意愿支付 WTP 为随机变量,则由含有支出 M
及补偿变化 CV 的间接效用方程可以推导含有收

入 Y 和意愿支付 WTP 的不等式方程。 消费者效

用最大化要求不等式必须满足:
u0(p1,Y)臆u1(p2,Y鄄WTP)

根据游客选择是否消费旅游资源的各个影响

因素,有效用函数:
u=u(k,y,i) (1)

式中:k 取值为 1 或 0。 分别代表问卷中“是冶
和“否冶的答案。 也就是游客是否选择改善后的

旅游环境;y 是收入水平;i 是受访者其他的社会

经济特征信息,与收入一起作为模型函数中的解

释变量。 由于存在决定效用的未知因素以及未来

的不确定性,效用方程包含扰动项,故名“随机效

用冶。 构建包含二项极值变量、个人收入及社会

经济特征变量的模型函数如下:
u(k,y,i)= v(k,y,i)+着k,摇 k=0,1 (2)

式中:着0、着1 是均值为 0 的独立同分布随机变

量。
在假想市场研究方法中,要满足游客效用最

大化的条件即假设当旅游环境资源从 k = 0 的原

状态变为 k = 1 的更好状态需要游客支付最大支

付意愿 WTP。 则改善环境后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u
(1,y鄄WTP,i)。 根据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给定

被询问者一个具体的 WTP 报价 x,被询问者可以

选择“是冶或“否冶表示是否愿意接受,则被询问者

选择接受的概率可以表示为等式:
P(u(0,y,i)臆u(1,y-WTP,i))= P(着0 -着1臆

v(1,y-WTP,i)-v(0,y,i)) (3)
设 着=着0-着1;驻v= v(1,y-WTP,i)-v(0,y,i) ;

则被询问者接受给定 WTP 报价 x 的概率写为:
Prob(“是冶)= P(x臆WTP)= P(着臆驻v)= F(驻v)

(4)
1. 3摇 二分式问卷设计及二值选择模型

1. 3. 1摇 二分法的显性因变量与隐形因变量

在问卷设计上,常见的方法有开放式( open
ended)提问形式、重复报价(bidding game)、支付

卡( payment card)以及二分式( bounded dichoto鄄
mous)封闭启发法。

这些方法中,二分式问卷的优点是,它模拟了

消费者熟悉的市场定价行为,受访者针对某一假

想商品的一个给定价格决定买还是不买;问卷格

式可以设计成一种“是冶和“不是冶的问题格式。
而且,它能提供人们讲真话的激励因素,受访者对

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估价如果低于报价的数

量,受访者就不会回答“是冶。 同时,由于受访者

只能回答“是冶或“不是冶而并不要他们直接报价,
二分式问卷将减少受访者高报其估价的可能性。
从偏差、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角度讲,二分式封闭式

启发法的问题较开放式问题有较大优势[11]。 因

此在非使用价值的评估中二分式问卷被广泛应

用。 最早单边界二分法( single bounded dichoto鄄
mous)是由 Bishop[12] 等提出,直到 Hanemann[13]

给出完全效用理论分析过程后,才清晰了 CVM 的

经济学理论脉络。 另外,Cameron[14] 以支出差模

型给出了 CVM 的理论,实际上,两种方法是一致

的;而 Hanemann 效用差方法的理论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
问题设计为被询问者只能选择回答 “是冶

“否冶接受给定的 WTP 报价 x,以显性因变量 Y 的

取值“1冶或“0冶来代表被询问者的回答,该值反映

了被询问者对滨海旅游资源改善的真实 WTP 值

与给定的报价间的大小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该取

值反映了隐形因变量效用差的二分选择关

系。 即:

Y=
0摇 当 驻v臆0
1摇 当 驻v{ >0

(5)

由此,问卷取样数据以 Y 作为因变量,给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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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最大值、被访者其他社会特征信息作为自变量

建立二值选择概率模型。
1. 3. 2摇 Logit 与 Probit 模型及选择

对二分式问卷的数据处理,通常可以采用

Logit 模型与 Probit 模型。
在给定 x 的情况下,考虑 y 的两点分布概率:

P(y=1 | x)= F(x,茁)
P(y=0 | x)= 1-F(x,茁{ )

如果连接函数 F(x,茁),为某随机变量的累积

分布函数(CDF),可保证 y 的预测值介于[0,1],
可将 y 的预测值理解为事件“y = 1冶的发生概率:

E(y | x) = 1*P(y=1 | x) +0*P(y=0 | x)= P
(y=1 | x) (6)

如果连接函数 F( x,茁)为逻辑分布( logistic鄄
distribution)的累积分布函数,则

P(y=1 | x)= F(x,茁)= 撰(x忆茁)以 exp(x忆茁)
1+exp(x忆茁)

(7)
称为 Logit 模型;
如果连接函数 F(x,茁)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

布函数,则

P(y = 1 | x)= F(x,茁)=椎(x忆茁) 以 乙x忆茁
-肄

覫( t)dt

(8)
称为 Probit 模型;
逻辑分布的密度函数关于原点对称,期望为

0,方差为 仔2 / 3 (大于标准正态的方差)。 与标准

正态相比,逻辑分布具有厚尾( fat tails),更接近

于自由度为 7 的 t 分布。 逻辑分布的 CDF 有解析

表达式(而标准正态分布没有),故计算 Logit 通
常比 Probit 更方便,一般认为,Logit 模型的系数估

计值也更易从经济上解释[15]。 因此,本文选择

Logit 模型作为问卷数据分析的工具。
1. 3. 3摇 Logit 模型应用

对于 Logit 模型,记 Y = 1 的概率为 p,则几率

比(odd ratio)或称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为:
p

1-p=exp(x忆茁) (9)

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到对数几率比 ( log
odds ratio):

L= ln p
1-

æ

è
ç

ö

ø
÷

p = x忆茁 (10)

取 驻ui = Li = ln pi

1-p
æ

è
ç

ö

ø
÷

i
,即以对数几率比来表

示效用差,可以得到随机误差项 着 的 PDF、CDF 以

及 Logit 模型的对数最大似然估计表达式如下:

f(驻v)= exp(-驻v)
(1+exp(-驻v)) 2; (11)

P(Yi =1 | 驻v)= F(驻v)= 1
1+exp(-驻v) (12)

lnL = 移 n

i = 1
(Yi ln

1
1 + exp( - 驻v) + (1 -

Yi)ln(1 - 1
1 + exp( - 驻v))) (13)

1. 3. 4摇 WTP 中值与均值求解

考虑两种效用差模型,一为线性的,一为非线

性的:
驻u=琢+茁x
驻u=琢+茁lnx

Logit 模型的随机项符合标准 Logisitic 分布,
概率分布关于变量 驻v 在原点对称,由此根据效用

最大化原理,通过 F(驻v)= 0. 5圯驻v = 0 求解 WTP
中值:

线性效用差函数:驻v=琢+茁x=0圯x= -琢
茁 ,

Median(WTP)= -琢
茁 (14)

非线性效用差函数:驻v = 琢 + 茁lnx = 0圯 x =

exp -琢
茁 ,

Median(WTP)= exp -琢
茁 (15)

对于给定报价变量 x 的 PDF,可以在式(11)
基础上增加 Jacobian 行列式得到,根据标准 Lo鄄
gisitic 分布的基本性质,可以通过积分计算线性

效用差等式的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均值,而对于非

线性效用差等式,通过积分计算无法得到解析解,
故不采纳[16]。 WTP 均值计算如下:

Mean(WTP) = E(x) = 乙+肄

-肄
x( - 茁)

exp( - 琢 - 茁x)
[1 + exp( - 琢 - 茁x)] 2dx = - 琢

茁 (16)

因为给定报价值 x 的取值范围是非负的,故
对 WTP 均值的计算应考虑零截断及最大值截断。
故有:

零截断均值 Mean(WTP)= 乙+肄

0
(1 - F(x))dx

= 1
茁 ln(1 + e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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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截断均值 Mean (WTP) = 乙Amax

0
[1 -

F(x)]dx = - 1
茁 ln( 1 + e琢

1 + e琢+茁Amax
) (18)

1. 3. 5摇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是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

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 青岛作为中国

首批优秀旅游城市,长期以来以“碧海蓝天冶为标

志形象赢得海内外游客的青睐,而青岛市主要的

旅游资源也集中在沿海一带。 2008 年承接奥运

帆船比赛以来,旅游产业国际化进一步加速,旅游

业已成为青岛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但是自

2007 年以来,青岛市沿海风景区每年 6 月中下旬

至 8 月上旬都会受到黄海海域爆发的浒苔绿潮影

响。 绿潮期间,浒苔覆盖海域面积最大超过数万

平方公里,绿潮灾害爆发后期大量漂浮绿藻在沿

海一线堆积,每年打捞处理的到岸浒苔可达数十

万吨,堆积的浒苔腐烂后会产生 H2S 和 NH3等有

毒气体,污染空气和海水。 这些都对青岛沿海地

区旅游景观造成了巨大影响[17]。

1. 3. 6摇 数据取得

2015 年在青岛浒苔到岸期间(2015 年 7 月

13 日、7 月 14 日),课题组在青岛海滨浴场、滨海

风景区向游客发放现场自填式问卷。 收回问卷共

1185 份,去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观察样本 1056
个,样本有效率 89. 1% 。

问卷以未发生浒苔绿潮灾害时的青岛滨海景

观图片,作为旅游环境资源质量“好冶的参考标

准,询问被访者是否愿意为了享受图片中“好冶的
旅游环境支付给定金额 WTP,回答仅限“是冶或

“否冶。 另外,被访者还需要填写其他相关信息,
包括(1)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变量:性别、年龄、
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等;(2)对浒苔灾害

的认知程度信息:对浒苔的了解程度、对当前浒苔

发生海域环境满意程度等。 问卷设计有 7 个版

本,分别对应 7 个给定 WTP 报价,在问卷发放中,
随机给出不同版本问卷,在发放及回收的问卷中

每个版本问卷的样本量基本相同。 数据描述见

表 1。

表 1摇 样本数据描述

Tab. 1 Description of sample data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取值及对应样本数量

是否 0. 43 0 1 0 1

602 454

支付意愿 120. 2273 5 500 5 10 20 50 100 200 500

156 139 146 159 161 144 151

性别 1. 537 1 2 1 2

46. 33% 53. 67%

年龄 2. 607 1 6 1 2 3 4 5 6

17. 80% 36. 82% 26. 27% 9. 04% 6. 21% 3. 86%

收入 4. 018 1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28. 25% 5. 08% 4. 99% 13. 18% 24. 58% 10. 08% 5. 84% 3. 67% 1. 32% 3. 01%

教育水平 3. 4459 1 5 1 2 3 4 5

3. 49% 9. 91% 30. 28% 49. 81% 6. 51%

对浒苔的

认识
2. 388 1 3 1 2 3

53. 95% 15. 25% 30. 79%
对眼前景色

的满意度
3. 402 1 5 1 2 3 4 5

2. 55% 8. 96% 44. 25% 34. 25% 10%

注:数据根据调研问卷

摇 摇 从表 1 数据描述看到,被访者的性别构成基

本男女相当;被访者年龄 40 岁以下占 80%以上;
受教育程度中以本科学历比例最高(49. 8% ),其

次是高中与中专学历(30. 28% );关于对浒苔的

了解程度,半数以上被访者选择了 “不了解冶
(53郾 95% );而对眼前的景色的满意程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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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冶 和“基本满意冶 的被访者占总数的近

80% ,还有 10%的被访者选择了“非常满意冶。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数据分析

解释变量对于因变量 Y 的影响,本文通过三

种解释变量的组合来进行比较研究:a. 单变量

WTP 模型;b. 混合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信息(年龄

级别、教育程度、收入级别)多变量模型;c. 混合

个人社会经济信息及对浒苔的认知信息(对目前

景色满意程度、对浒苔了解程度) 多变量模型。
三个模型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摇 回归系数与检验结果

Tab. 2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 and test

是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支付意愿 -0. 00552***-0. 00558***-0. 00555***

(-9. 05) (-9. 13) (-9. 12)

年龄 -0. 0974 -0. 101

(-1. 68) (-1. 73)

受教育水平 0. 225** 0. 218**

(-2. 91) (-2. 79)

收入 0. 038* 0. 0392*

(-2. 27) (-2. 3)

对景色满意度 0. 14

(-1. 83)

对浒苔了解程度 -0. 197*

(-2. 17)

截距项 0. 260** -0. 415 -0. 392

(-3. 18) (-1. 32) (-0. 88)

样本数量 1056 1056 1056

pseudo R鄄sq 0. 085 0. 095 0. 1
LR chi2 ( 1 )、 ( 4 )、

(6)
122. 95 137. 25 144. 52

Prob>chi2 0 0 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注:* p<0. 05,**p<0. 01,***p<0. 001

摇 摇 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第二、第三个模

型中“年龄冶以及第三个模型中“对目前景色满意

度冶参数的 t 检验显著水平不高,其余参数显著性

检验较好;整体回归检验的 LR chi 检验结果显

著,由于研究的目的在于测算 WTP 值,因此不显

著的年龄与对目前景色满意度变量予以忽略。

2. 2摇 支付意愿 WTP 计算

上面模型中的 驻v 为 Logit 模型的对数几率比

L= ln P
1-

æ

è
ç

ö

ø
÷

P ,系数 茁 由回归结果得到,三个模型中

的系数 茁 分别为 -0. 0055、 - 0. 0056、 -0. 0056;
WTP 之外的自变量分别以各自变量均值代替,由
此可以计算得到系数 琢,三个模型中的系数 琢 分

别为 0. 2599,0. 2623,0. 2663。
在根据以上三个模型对 WTP 进行估值的计

算中,中值计算最为简洁,稳定性也更强;同时,考
虑到 WTP 取值范围是非负的,在计算 WTP 均值

时也应考虑零截断均值和最大截断均值[15]。
分别计算 WTP 中值、均值、零截断均值、最大

值截断均值如下。
表 3摇 WTP 中值、均值计算结果

Tab. 3 Middle and mean value of WTP

模型 中值 均值、零截断均值和最大值截断均值

(-琢) / 茁 (-肄 ,+肄 ) (0,+肄 ) (0,500)

模型 1 46. 52727 46. 52727 151. 1952 136. 713

模型 2 46. 83201 46. 83201 148. 7232 135. 1381

模型 3 47. 55165 47. 55165 149. 1303 135. 4924

摇 摇 由均值计算结果可知,本次研究中被访者在

浒苔灾害期间对享受优美、洁净的旅游景观的支

付意愿为人民币 46 ~ 150 元 /人;如果采取中值计

算,支付意愿均值为每人 46 元左右,采取零截断

均值作为结论,则达到 150 元左右。
2. 3摇 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

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影响,以游客最大支付意愿

统计计算,其范围在人均人民币 46 元 ~ 150 元;
以零截断均值结果作为结论,价值影响是人民币

150 元 /人。
按照青岛市旅游业主要指标季度数据,将调

查所在年份青岛滨海景区接待旅游人数取均值记

每天 8. 68 万人,再乘以所在年份浒苔灾害在青岛

近海平均持续时长 40 d,记总人数 347. 2 万人。
则浒苔灾害对青岛市滨海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

影响以 WTP 评估结果的范围为人民币 1. 6 亿元

~ 5. 2 亿元。
2. 4摇 讨摇 论

有学者指出,同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价值

法不同,CVM 没有可观察到的或预设的市场行

为,依据的是被询问对象通过回答问题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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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真实市场的价值评估是根据“买卖双方冶的

信息作出的,而建立在假想市场这一假设前提上

的 CVM 评估则不同,假想市场中,被调查的对象

只有虚拟的“买方冶。 因此 CVM 方法对非使用价

值损失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主观调查问卷的设计和操作是否合理,问卷

的设计以及问卷信息采集操作的专业化、标准化

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和严谨[18]。
二分式问卷的提问方式与引导方法与开放式

问卷、支付卡等方法相比,能够更好地满足 CVM
对被访者真实支付意愿信息收集的需要,结合

Logit 模型可以对被访者的支付意愿进行合理估

计。 因此在环境资源等非市场价值影响评估的方

法选择上,基于二分式问卷的 CVM 有其独特的

优势。
作为非使用价值的评估方法,二分式问卷及

CVM 调查方法本身是成熟的,但是在海洋藻华灾

害影响评估中还很少被使用。 由于藻华灾害对旅

游资源的影响与其他污染事件或自然灾害有很大

差异,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如何有针对性地设计问

卷,将藻华灾害对旅游资源产生的影响准确、有效

地识别并进行评估,那么评估的结果很可能是不

准确的,甚至是严重高估的。 这也是关于海洋藻

华灾害对非使用价值影响的研究需要改进和完善

的地方。

3摇 结摇 论

海洋藻华灾害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通过各

种途径产生影响,对灾害的影响评估应考虑直接经

济影响以外的各种非直接影响。 明确藻华灾害对

滨海旅游资源价值的非使用价值影响程度可以在

生态补偿、旅游产品定价、环境税收调整、政府管理

成本核算等工作中提供必要的依据。 本文基于随

机效用最大化原理,运用 CVM 二分式问卷和二值

选择 Logit 模型,对青岛市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

值受浒苔绿潮灾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定量评估

了 2015 年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

用价值的影响。 本评估方法为政府海洋管理部门

在海洋藻华灾害的预防、治理以及应急决策提供了

灾害经济影响部分的决策依据,对海洋藻华灾害影

响评估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D M,CEMBELLA A D,HALLEGRAEFF G M.

Physiological ecology of harmful algal blooms[M]. Berlin,Hei鄄

delberg:Springer,1998.

[2] 周 罡. 近海藻华灾害对渔业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研究

[J] . 中国渔业经济,2015,33(5):107鄄112.

[3] 雷 亮,李京梅. 浒苔对胶州湾海域休闲娱乐功能的损害评估

[J] . 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33(9):65鄄69.

[4] HANLEY N,SHOGREN J F,WHITE B. Environmental econom鄄

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Macmillan Press,1997.

[5] 佟蒙蒙. 我国赤潮的分型分级及赤潮灾害评估体系[D]. 广

州:暨南大学,2006.

[6] 庄大昌,董明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综述[ J] . 湖

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0(1):52鄄56.

[7] 张志强,徐中民,程国栋. 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发展与应用[ J] .

地球科学进展,2003,18(3):454鄄463.

[8] HAAB T C,WHITEHEAD J C.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鄄

source economics: an encyclopedia [ M].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2016:398鄄399

[9] 焦 扬,敖长林. CVM 方法在生态环境价值评估应用中的研究

进展[J] .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8,39(5):131鄄136.

[10] MITCHELL R C,CARSON R T. Using surveys to value public

goods: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M].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ress,1989:72.

[11] AMIRAN E Y,HAGEN D A. Willingness to pay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how much can they differ? Comment[J] . The Ameri鄄

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458鄄463.

[12] BISHOP R C,HEBERLEIN T A. Measuring values of extramar鄄

ket goods:are indirect measures biased? [J]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9,61(5):926鄄930.

[13] HANEMANN W M. Welfare evaluation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experiments with discreteresponses[J] . American Journal of Ag鄄

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3):332鄄341.

[14] MITCHELL R C,CARSON R T. Using surveys to value public

goods: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M].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89.

[15] 陈 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 2 版. 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4:90鄄91.

[16] LEE L F.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in binary choice models

with limited ( censored) dependent variables[ J] . Econometri鄄

ca,1979,47(4):977鄄996.

[17] 于仁成,刘东艳. 我国近海藻华灾害现状、演变趋势与应对

策略[J] .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0):1167鄄1174.

[18] WILSON A R. Contingent valuation:not an appropriate valuation

tool[J] . The Appraisal Journal,2006:74(1):53鄄6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