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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玮英

2013年 1月，北京市雾霾天数 25
天。

今年的新春，全国大部分地区被

雾霾笼罩，PM2.5数值几度濒临爆表。
就在春节期间，由环保部通报的

中国部分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中，74个
监测城市中 PM2.5 平均超标率达
42.7%，空气质量堪忧。
“加速环保产业发展刻不容缓。”

面对持续的雾霾天气，北京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如是说。

每年灰霾天不少于 100天

据环保部的统计，中国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的城市群每

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 100 天
以上，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
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
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 2—4倍。

多项研究表明，城市大气污染加

重，区域大气污染恶化均与中国的能

源结构过度依赖煤炭有关。控制

PM2.5污染必须从城市煤炭消耗的清
洁替代、区域的煤炭消耗控制以及燃

煤污染物控制着手。

PM2.5污染，不仅会导致城市大
气中出现灰霾现象，对人体更会造成

全身性的健康损害。虽然在 2011年
末关于 PM2.5 的公众讨论推动了其
被纳入国家新标准，2012年各地政府
在 PM2.5 的信息公开方面都不同程
度的进步，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污

染高发和污染面积日趋扩大的时期。

2月 18日，春节后第一个周一，作
为 PM2.5治理技术指导性文件的《环境
空气细颗粒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试
行)》(征求意见稿)正式下发，明确了防

治工作应将能源利用作为重点领域，将

制定城市建设规划作为重要手段，从源

头上减少 PM2.5的产生和排放。

节能环保产业进入黄金期

中国控制大气污染一直在和经

济发展赛跑。虽然中国过去在控制大

气污染物，尤其是控制燃煤大气污染

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依然跑不

过能源消耗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绿色

和平联合发布的《危险的呼吸———

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
究》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2010年
末煤炭消耗比 2005 年增加了 44%，

占全世界煤炭消耗的 1/4。虽然通过
在电力行业大力推动脱硫改造达到

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但是由于没有

同时推进脱硝，氮氧化物排放在“十

一五”期间增加了 20%，这也意味着，
即使“十二五”、“十三五”分别实施减

排 10%的目标，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也
要在 2020 年才能回到 2005 年的排
放水平。

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团

董事局主席王少宏表示，空气污染引

发的各界关注已经越来越多，国家高

层已经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十

二五”规划中明显加大了对环保的投

资和对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

《“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明确

规定了“十二五”氮氧化物减排指标，

其中，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求

削减 29%；水泥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要求削减 12%；到 2015年，完成 4亿
千瓦现役燃煤机组脱硝设施建设，对

7000万千瓦燃煤机组实施低氮燃烧
技术改造，燃煤机组脱硝效率达到

75%以上。
“并不是说要限制哪些产业。”中

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是一

些产业在发展产能的同时一定要经

过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把污染防治

和污染减排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

这样既能保证产业的良性发展，也能

保障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近年来，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强势崛起，既是市场经济发展

的客观趋势，也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从新能源车的政策支持

到太阳能光伏的蓬勃发展，从节能装置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到

节能产业园区的大批兴建，中国节能环保市场这块蛋糕在自

身做大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金甚至是机构投资和基

金参与，在中国房地产这一经济支柱暗淡的背后，节能环保必

将成为明日新星。

“节能环保”是低碳经济的重要一环，关系到人类赖以生

存的环境供养、幸福指数，更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特

别是对于人均能源资源严重匮乏而能源需求高速增长的我国

来说，更具有战略性意义。

简要回顾中国的节能环保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党和政府

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认识不断深化和逐步

完善：2005年、2006年两年，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侧重点主要在

节约能源资源方面，更多强调的是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保障性作用。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放在工业化、现代

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也就是从 2007年开始，减排与节能

并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节能减排开始成为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重要的内容和任务。2009年又融

入“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世界潮流，倡导绿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的价值观导向。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环保是重要着力点。提出要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

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从 2012年开始又广泛提出并传播“生态文明”

的更高层级思想，意味着中国的节能环保事业已经上升到文

化与精神的普遍认知层面，意味着国家对于节能环保的大政

方针明确可见。

不仅是大政方针明确，相关法律、法规、方案、意见、条例

等也相继出台并且不断完善。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发

展循环经济的意见》；2006年的《关于节约能源的决定》；2007

年修订《节约能源法》；2008年提出“加大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

力度”，发布《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

理管理条例》；2009年国务院下达“节能减排八大任务”；2011

年国务院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

见》；2012 年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等等。这些关于能源节约、资源再生、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

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等法律和条例的陆续出台，为节能

环保事业的推进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规和战略保障体系。同

时，各项规定、要求也越来越具体、量化。对政府领导干部和企

业负责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某一行业的节能

环保作出规定，节能减排完成情况的业绩考核也有了依据。

2013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亲赴甘肃兰州考察，在听取

当地一家科技节能企业汇报时，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循环

经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作出了

充分肯定，此次考察必将带动更多企业和有志于节能环保创

新的人士更加投入地参与到中国节能环保事业中来。因为中

国的节能环保事业需要付出更多智慧、需要贡献更多精力、需

要团结各方力量、需要担当更多责任。

2013年的春天即将到来，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在这

个政通人和的大时代，中国的节能环保情结、中国的节能环保

决心、中国的节能环保事业必将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迈向新的纪元，走向科技创新的新里程！

节能环保经济从雾霾中起飞

发展低碳城市、低碳园区、低碳产

业和低碳金融意义重大，在危机的关键

时刻，低碳是一个突破。

低碳是重点、是热点，也是难点。

低碳经济是不可能买来的，要靠中国

人的智慧去创造。只有创新才能强国，

靠科技、靠创新走低碳发展之路是我

们的选择。

我们秉承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结

构调整、绿色发展的理念，这些对于今

天的中国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我们改革

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从今天来说，我们必须落

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走低碳发展之路，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要实现这个发展

的目标，必须要走创新之路，再依赖国

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曾经，中国大引

进、大合资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

是我们的宝贵经验，但是，当一个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外差距缩小以后，再

引进几乎就是自毁前程。所以，我们当

年的引进合资到今天的自主创新，这是

中国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不同发展战

略，是实事求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历次世界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技

术革命，科学预测这些新技术革命什么

时间发生，在哪个产业发生，抢占竞争

的制高点，关系着未来也关系着我们民

族的兴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

变革的前夜，全世界都在关注众多的领

域突破口在哪里，增长点在哪里，低碳

就是其中一个。中国有没有可能另辟蹊

径，有没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有人

说我们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自主创

新，一条是继续跟着模仿，走原来的老

路，人家做什么我们干什么，干完了以

后就过时了。而自主创新如果要走跟踪

的路，搞不好我们由带内差距变成带际

差距，而自主创新是整个经济持续发展

永不枯竭的源泉，走自主创新道路，可

能在新一轮的低碳经济的竞争中争取

主动，争取酝酿新产业的发展，这是国

运之所系。我们绝不能丧失这次机遇，

以自主创新来挑战未来。

2013年 2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甘肃考察时，着重强调要转变发展方

式，推动科技创新。他说：“2020年要建

成全面小康，我们还要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看来科技创新很重要，创新

驱动就是要抓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

以，只有创新才能强国，靠科技、靠创

新、走低碳发展之路是我们的选择。

现在，我们没有一个重大产业是引

领世界。中国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的

考验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其中有一

条就是“科技的落后使我们无法开发新

技术，使得市场竞争力逐渐饱和，实体

经济中的投资效益、边际效益越来越明

显，大量的资本涌入金融和房地产”。总

结当时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根本

问题是缺乏一些核心技术，更深层次的

原因是没有支持创新的资本市场，创新

型企业发展缓慢，数量总舵的是房地产

企业，或者是靠“三来一补”，或者是国

外淘汰、转移的产业。当年的四小龙、四

小虎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走的都是

这条路。我们这种高速增长，是依靠外

向型和大力引进外国资本、靠国内便宜

的劳动力，这些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

只有创新是无限的。低碳经济是无限

的，所以我们要发展低碳经济，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友好、资源节约

型的企业。创新是发展的源泉，创新影

响着全世界低碳经济的进程，只有高举

创新的旗帜，才能建设成创新型的经

济。创新是有风险的，从初期发展一个

技术到一个产业，一般要经过种子期、

初创期、成熟期等连续几个阶段，经过

多次惊险的跳跃，需要充足资金的支

持。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高收益、高风

险、高增长潜力的低碳项目就很难蓬勃

发展。实践证明风险投资是比较好的方

法，是这种机制的引入，就像硅谷那样

可以鼓励创新、容忍失败、顺其自然，使

大量的低碳技术成功开发，并且使创业

者的理想可以实现，使低碳的产业层出

不穷。所以，只有把低碳经济与金融结

合，才可以展翅翱翔，只有这样才能创

新低碳技术，更好地树立全社会的低碳

意识，发展低碳产业，壮大低碳经济。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真

正需要创新的资本市场还不够。中国年

轻人创办的小企业成千上万，普遍长不

大，很多半途而废，都是因为资金问题。

中小企业的创新是大企业的摇篮，

即使在美国，80％新开发的技术也是由

中小企业主导的。像微软、苹果、Google

这样的大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成长的结

果。中小企业初期有一个阶段叫做死亡

谷，国外数据表明，约有 50％的小企业

创办 3年内就死亡了，剩下的 50％也熬

不到 5年就消失了。最后剩下的 1/4，也

只有少数能熬过经济萧条的严冬。

我国创办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大

多数都是秉承低碳经济的理念，数量有

20万家左右，但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

状态，这就迫切需要创造有利的发展环

境，使它能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使

得低碳的创新幼苗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而资本市场是关键的因素之一。世界各

国在制定本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时，总

是把风险投资作为有利的工具，就是这

个道理。因此，资本市场是支持创新、创

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资本市场将

对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

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将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强国之梦做出无可比拟的贡献，中

国的低碳经济在创新中一定能够崛起。

创新为低碳经济开路

王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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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环保专家谈

团结创新
开创节能环保新纪元

2月 21日，陈光标（前左）等企业家们一起走进居民小区宣传节能环保知识。当天，11位来自全国各地、自称是污染企业老板的

男子聚在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陈光标的公司内，在一大堆已经燃放后的烟花爆竹废品前戴上象征绿色出行的绿帽

子，举起写有“不放烟花、少造点纸、支持正能量、给力垃圾分类”等牌子，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响应陈光标日前发出的环保号召。

张雨

陈光标再“秀”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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