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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宏

王少宏，中国著名节能

环保专家、企业管理工程学

士、金融投资专业硕士、世界

杰出华商协会副主席、世界

节能环保产业协会执行主

席、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

合作联盟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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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C 节能投资

促进中心主任、中国节能谷

董事局主席。

论道

为有效推动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全面整合国内外权威

资源，建立绿色投融资通道，“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论坛

暨第三届节能环保产业企业家峰会”于 2013 年 5 月 16 —

17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

高新技术园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企业报》等政

企领导与节能环保行业知名专家、商界精英以及罗马尼亚

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米哈伊·柯里斯德斯库（Mihai

Cristescu）、罗曼·马留斯（Marius Roman）出席论坛，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 200 家节能环保企业共同商讨全球格局中新政

体、新国策、新标准下，节能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

未来走向。

本次论坛由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协会、世界华商节能环保

产业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等机构主办，中节盟节能环

保产业投资集团、中节国合低碳技术发展中心联合承办，并

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

杰出华商协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中国企业

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精英》杂志、《人

民中国》杂志、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网、新产品技术网、

香港《文汇报》、华人频道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围绕节能环保产业，论坛全面解读了新时期“后节能环

保经济”的政策倾斜，并重点推介了创新的“中国节能谷”产

业集群发展模式，强调重新整合现有资源的重要性及必要

性。同时，联盟主席王少宏向与会嘉宾通报了“‘中国节能

谷’成功签约罗马尼亚”的喜讯，并首次公布了国内企业进

入欧盟的详细流程。

据悉，中国节能谷配备了专门从事银行、担保、融资租

赁和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人员，利用节能产业园所拥有的

担保、银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资金资源优势，成

立了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基金及欧中节能环保产业基金

等五大基金，提供全方位投融资管理服务。为进一步服务企

业，联盟特邀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民生银行的领导出席论

坛，为与会企业家构建金融资本绿色运作新思路。通过不断

探索，与银行领导、金融专家深入分析，联盟首倡成立了节

能环保产业互助基金，作为产业系统解决方案———投融资

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节能环保企业

打造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绿色融资通道。

论坛期间，联盟旗下五大专业委员会———技术专家专

业委员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资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

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和可持续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全面

参与、答疑解惑，保证为联盟会员提供从技术支持、标准化

建设到投融资支援的全方位、深层次服务。

联合发展 共享机遇

特约记者刘畅

全体人员起立，与所在位置的左

邻右舍肩并肩挽起手臂，好似一个长

长的锁链，将大家紧紧相连。

这一幕就出现在 5月 16 日举行
的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论坛上。这

一条锁链，正是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

作论坛倡导的主题“联合发展，共享

机遇”。

好戏不断是记者两天来最大的

感受，随时有企业家主动要求加入联

盟。而希望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有所

建树的地方政府也纷纷与联盟签订

框架协议，希望联盟配合做节能环保

顶层设计。

据组委会介绍，两天论坛，又有

多家节能环保企业加入联盟，同时与

4个市县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产

业振兴的目光转向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居于首位。到

2015 年，节能环保产业总值预计将超
过 3 万亿元，占 GDP 的 8% 左右，已
经成为资本投资市场新的动力。

统计显示，全球环保产业的市场

规模已从 1992年的 2500亿美元增至
2011年的 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8%，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成为
各个国家十分重视的“朝阳产业”。

“节能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全球

共同关注的问题，未来在国际市场，

节能环保产业必将掀起激烈竞争。”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主

席王少宏这样说道。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虽然刚起

步，但所拥有的技术、市场、人才，已

经和国外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

跑线上。”王少宏表示，在欧美，节能

环保事业经过数十年的长足发展，与

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在不同领域互相

借鉴，良性互补，这将有效促进中国

节能环保产业快速走向成熟。“国外

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往往局限于特定

领域，尚有较多空白，我国有大量的

先进技术，其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2012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
值达 1653.37 亿元，比 2011 年增长
32.24%。由于缺少战略指导和总体规
划，尽管中国节能服务产业达到千亿

规模，但就各区域发展来看，产业集

聚能力不足、协同效应较差等问题层

出不穷。

同时，全国从事节能服务业务的

企业多达 4175家，70%的节能环保企
业仍属中小规模，年产值过亿元的企

业仅 107家，融资难成了制约企业发
展的最大瓶颈。

记者从现场获悉，联盟将与中国

民生银行展开合作，针对节能环保企

业，设立节能环保企业互助基金会，

作为产业系统解决方案———投融资

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基金会正在研究如何在防控风险

的前提下降低企业保证金。这也着实

吸引了不少与会企业家的兴趣，大家

纷纷提问。

“中国节能环保产业领域有一大

批市场潜力优异的企业，由于发展资

金不足或融资时抵押资产不足，严重

制约了发展。因此，请来了国家开发银

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的代表，为大家指

点迷津。”王少宏表示，但这还只是联

盟为大家提供投融资服务的第一步。

在企业自荐环节，所有企业家无

一例外地感慨时间太短，“没办法，希

望推介的企业太多了。”

这完全在王少宏意料之中，“现

在节能环保不仅是热词，更是人们关

心的热点，城市财富行今年已经走进

11座城市，每到之处都会受到当地热
情欢迎，而每一次企业家的参与热情

也是超出想象，经常是名额不够用。”

王少宏告诉记者，论坛结束后，他们

即将赶赴下一座城市，“目前报名人

数已经改了又改，加了又加”。

联盟力推产业链合作共赢模式，

以中国节能谷带领国内企业整体突

围，打造中国的“智慧园区”。作为中

国节能谷“谷主”，王少宏称，“我们有

先进的核心技术、有产品、有装备，我

们不仅在国内深耕，同时还在国外建

立产业化研发中心和市场化运作基

地，带领中国的节能环保企业走出国

门，深入国际市场，使中国的节能环

保产业站在世界顶端，成为世界节能

环保产业强国。”

打造中国“智慧园区”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在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已经有了

20多年的发展。我从 1996年开始从

事节能环保的相关工作，见证了其在

国内的荣辱与兴衰。

十八大之后，中国的节能服务产

业成功探索出多种商业模式，并日趋

成熟和完善。未来的十几年，中国除

继续推进节能减排，更重要的目标将

锁定在环境服务方面。世界华商节能

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名称的由来，正是节约能源与环

境保护的结合。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水污染、空

气污染、食品污染等一系列的污染，

对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的发展造成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世界范围

内，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的环境服务产

业仍处于摸索阶段，“十二五”期间，

国家必将出台大量的扶持和鼓励政

策，支持环境服务产业。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推广节能环

保事业时，历经了诸多困难。当时的节

能服务产业，在技术领域、人才领域、政

策领域、资金领域和市场领域都遇到

了阻碍，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跟业界

所有人的坚持是分不开的。而坚持的

核心，是理念问题。我们坚信这个产业

的发展，对世界、对中国都是非常重要

的，而且也会成为商业模式领域、产业

发展领域里的一支重要力量。

“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了非常

多的利好政策，包括约束性指标，但

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仍是困难重重。

许多高耗能企业，包括政府，难以甄

别技术优劣，增大了开展节能服务项

目的难度。其次，虽然很多银行推出

绿色信贷政策，但是真正落到实处的

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是技术领域信

息的不对称导致银行缺乏对节能环

保项目可研报告的判断能力。

为了化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鸿

沟，联盟整合了国内 400多位节能领

域的专家，对 30000个左右的项目进行

可研性报告的评审工作。此外，先后与

世界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合作，为银

行提供前期的评估工作。基于我们的

评审报告，银行再次进行风险评估和

经济分析，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融资。

“十一五”之后，节能环保产业进入

了高速发展期，联盟的会员企业里，从

事节能服务产业的总合同额达 2800

多亿元，总投资额达到了 800 亿元。

“十二五”期间，加上环境服务项目，

总合同额预计将达到 8000多亿元。我

们的目标是携手联盟成员，拿下中国

节能环保产业 30%的市场份额。

据我了解，国内 70%的节能环保

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企业在成长的过

程中，难免遭遇从专家、研发、技术到

市场、政府、政策和资金等一系列问

题。联盟通过 20年的摸索，积累了多

种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模式，最终将

联盟定位为节能环保产业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我们希望通过联盟的平

台，给节能环保企业提供最直接、最

准确的帮助。

中国的市场，归根到底，还是政

策的市场。大家都知道，“十一五”期

间，节能减排指标都是硬性指标，但

是，政府在推动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

过程中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怎么推动

节能减排？有什么好项目？有什么先

进模式？这三个问题困扰着许多地方

政府。因此，联盟的重要服务之一，就

是推动跟地方政府、高耗能企业的合

作，自上而下的帮助联盟成员企业推

动市场开发，同时解决地方环保问

题。现在，联盟已经在全国多地城市

实践了“城市节能环保财富行”活动，

带领联盟成员实地考察并推动地方

节能减排项目的实施。

2008 年以后，大型的节能环保项

目开始在国内频频出现，标的额最高

可达几十个亿。对这些大项目而言，

集中配套产品和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我们推出了中国节能谷的模

式，通过建设产业园解决联盟内部的

技术型会员企业缺土地、少厂房的难

题，通过提供投融资服务解决联盟会

员规模化发展瓶颈。以产业链集群的

方式助力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高效

率发展，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之

有效的。

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论坛圆满落幕

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论坛暨第三届节能环保产业企业家峰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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