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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本报记者陈玮英

如何以更少的资源消耗与环境

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这是对

政府和企业提出的巨大挑战。在发展

方向和模式的不断困扰下，选择重过

努力，方向优于速度。

《“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

划》预测，到 2015 年，我国节能环保
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4.5万亿元，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左
右，环保服务业产值超过 5000 亿元，
形成 50 个左右年产值在 10 亿元以
上的环保服务公司。

“面对巨大市场需求，合作才能

实现共赢。”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

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少宏在 1 月 7
日召开的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

作联盟第一届企业家圆桌会议上这

样说道。

共享科技创新

近年来，“低碳经济”持续升温，

它在产业规划中有着巨大的发展空

间。2009年，中国首个低碳节能工业
园区———中国节能谷·湖北节能产业

园奠基。王少宏正是这一节能谷的

“谷主”。他用“节能谷”理念规划行业

蓝图，用集聚模式打造产业链条，让

节能产业园区成为优势发展平台。

2010年 9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审定并原则通过。在确定的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位列榜

首。对于节能环保的产业化，王少宏

提出了独创性的发展方案———产业

集聚。

推动产业集聚，将上下游企业集

中，可以大幅降低土地成本，并减少

物流和仓储成本。成本的降低，则可

以提供更多的产业发展机会，吸引更

多的专业机构参与，同时有效促进金

融机构与节能环保企业、技术中心的

信息交流，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资

源。

在当天的圆桌会上，王少宏发布

了“节能减排技术选评”。“节能环保

产业大规模产业化必须是先进的、主

流的、核心的技术，如果方向错误，那

么各方面都是资源浪费。”王少宏希

望通过节能减排技术选评推动中国

节能减排技术大规模市场化、通用

化，希望共性技术能够推到国际市

场。

“节能产业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

前景，并且能够获得政府巨大的政策

支持。”北京工业大学传热强化与过

程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马重

芳表示，但是亟待科技发展的引领和

科技创新的产业驱动，技术创新是进

入这一市场的首要条件。

为了能让联盟企业共享先进技

术，中节盟与北京工业大学联合成立

低碳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立足国家

“节能减排”和构建“低碳经济”重大

战略目标开展科学研究。

清大远景规划设计研究院李言

平院长表示，无论从节能环保产业政

策引导层面，还是资金的扶持力度来

看，未来 20年，节能环保产业毫无疑

问将是我国的朝阳产业，科学规划是

前提。

破解融资瓶颈

中小企业投融资难已成为世界

难题，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

本的介入，解决资金问题是企业发展

重中之重。

“成立联盟的目的，除了产业链

企业的集聚合作，重要的不可缺少破

解节能环保企业投融资难的问题。”

王少宏表示，希望联盟能够给联盟企

业提供投融资的服务或者解决方案。

目前，中节盟根据多年发展经

验，针对节能环保产业资金的需求

情况，已联合 20 多家机构和投资公
司发起了 3个基金，分别是“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基金”、“节能环保项目

发展基金”、“低碳园区发展基金”。

希望通过中节盟的努力，为投资人

和节能环保企业解决投融资的瓶

颈。

用王少宏的话说就是“兄弟缺

钱，找我签字盖章，我会毫不犹豫地

去做，因为我们彼此了解。但如果是

陌生人，可能还需要一个了解的过

程，而这个过程可能就会影响到企业

融资。”王少宏希望通过产业联盟尽

可能地降低风险。

作为一家投融资机构，中融基

元（北京）资本投资管理中心非常

看好节能环保产业，但苦于有资金

无项目。董事长王德友表示，“我们

比较看重产业的未来发展”。他希

望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自有

私募基金展开对创业优秀企业进

行股权投资，并通过上市实现资本

保值增值，以实现出资人利益价值

最大化。

“节能环保产业目前是国内最好

的产业之一，也是国家政策层面非常

支持的产业。”王德友表示，现在很多

节能环保企业，拥有好的产品、好的

市场，却缺少资金，但作为中节盟的

合作伙伴以及中节盟的项目，中融基

元将会优先考虑，优先资源整合，给

予充分的支持，实现终极共赢目标。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大地焕发了勃勃的生机。

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报道》向我们

走来了。

1月 15日，是极平常的一天。然而有两件事将为人们记

忆，一件是北京严重陷入雾霾天气，此前连续三天六级污染，

发布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一件事便是《中国节能环保产

业报道》面世。这两件事似乎是牵手而至，一件是对中国环境

污染的警醒，一件是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呼吁。

时入三九，却暖意融融，最大的暖意是十八大关于生态文

明的春风。《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报道》是春江水暖的“先知鸭”。

它向我们预告，生态文明的春天到了中国，生态文明的呼唤声

将更为密集。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绿色经济”涤荡全球的今天，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中，空前强调

绿色产业建设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全方位布局生态

建设总谋略以及实践落实的具体规划。这意味着，“十二五”前

期只是节能环保行业的预热阶段，十八大作为重大转折点，将

给环保行业带来新的驱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重大发展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

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节能环保产

业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 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我

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同时，为使我国

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不断提升节

能环保产业竞争力。

中国报纸如林，为什么要办这张报纸，就是因为节能环保

的春天到了，巨大的市场需要舆论的先导。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潜

力巨大，拉动经济增长前景广阔。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十二

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为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提出了清晰

的发展目标：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节能

环保产品市场份额逐步扩大、节能环保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力

争到 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 4.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左右，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

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能环保大型企业集团。

新市场、高速度、大集团，这是历史趋势对节能环保企业

的呼唤，这是时代发展对节能环保事业的定位。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

期，必须紧紧抓住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顺应世界

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着眼于满足我国节能减

排、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加快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使之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

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

显然，“节能、环保、绿色、低碳”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口号，

而是望得见的美丽愿景。

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了。

秉承“专业、高端、引领”的理念，《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报道》

将全心全意为节能环保产业的企业和企业家服务，倾心听取

节能环保企业的声音，传达政府节能环保的声音，反映节能环

保企业的诉求，鞭挞节能环保产业中的不良现象，传播节能环

保产业的经验，推动节能环保企业问题的解决，竭诚为节能环

保企业服务，共同开创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美好未来。

节能环保是一件美丽的事业，节能环保报道是缔造美丽中

国的舆论事业，为了共同缔造这美丽事业的明天，让我们共同为

这个事业浇水施肥，精心呵护。缔造未来的美丽，从现在开始。

产业集聚：打造节能环保“产业链”

近年来，“低碳经济”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但是低碳经济不应该只是一

个时髦或者被炒作的概念，它在产业

规划中有着巨大的空间。

低碳经济持续升温

2009年 11月 25日，温家宝总

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年下降 40%—45%。

我国各级政府正着力推动低碳

社会的发展。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低

碳经济指导意见，将对低碳经济概念

进行界定，规划我国低碳经济的发

展。同时，工信部会同科技部围绕有

色金属等 12个行业，制定企业节能

减排目标考核机制。除了“低碳城市”

之外，低碳产业园也是各地政府争相

上马的热门项目。

低碳从源头开始

很多号称低碳的园区都是“假

低碳”，搞创意产业当然可以说是低

碳。低碳要从各个行业的节能减排

做起，也就是说，低碳核心是节能环

保。

定位为国家级节能装备制造、创

新发展产业基地和低碳经济产业示

范区的“中国节能谷”，希望利用数年

时间建成九个产业设施配套齐全、产

业链完善、具有大批核心知识产权的

世界级低碳经济产业园。

节能产业园必须走低碳发展的

道路，源头上要实现从碳基向低碳与

氢基的转化；过程低碳化将实现产品

的低能耗、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应

用端低碳化则是交通节能、建筑节

能、消费市场节能以及生活方式的低

碳化。

园区从建设到生产的全过程都

将遵循低碳的特色，以期推动节能产

业发展，形成节能产业集群，为节能

共性技术和通用设备大规模产业化

提供优势平台。

园区建筑体系采用可持续发展

的建筑节能体系，园区内有智能建筑

集成产业集群。公共设施、餐饮、运动

场地规划建设，企业共享，从而节约

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园区的招商标准

是入驻的企业都是节能环保装备等

生产制造企业，所有企业必须进行严

格的能耗对标，能耗标准比较在同行

业里是最低的。

定位世界级园区

中国节能市场在“十一五”期间

每年有一万亿左右的投资市场，在

“十二五”期间每年有 4.8万亿的循环

经济市场规模。但通过节能行业的统

计，通过节能服务公司、节能装备商

推动的节能投资不到 1000亿，这种

投资的需求和供应严重脱节。中国节

能减排每年都非常紧张，完成起来非

常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投资没

有及时进入这个产业，这其中是有各

种各样的障碍造成的。

每个节能项目 60％以上是通过

装备完成的，节能装备是影响中国节

能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节能设备的

大规模产业化是中国节能事业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节能减排的确需要各个方面的

支持，没有社会资源的支持，做大做

强是不可能的。

“中国节能谷”是国内首个低碳产

业园与节能环保产业相结合的项目。

“中国节能谷”的诞生，标志着中

国节能企业各自为政的局面被打破，

它同时也在缔造着低碳产业园与节

能环保产业相结合的典范，标志着节

能环保产业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节能环保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抓手
王少宏

1月 7日，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左三）、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左二）、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

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少宏（右二）共同出席《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报道》专刊出刊剪彩仪式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王少宏，中国著名节能

环保专家，世界节能环保产

业协会主席，世界华商节能

环保产业合作联盟执行主

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主

席，节能投资促进中心主

任，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

资集团董事局主席，中金盟

金融投资机构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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