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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是为全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业工业是为全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业工业是为全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业工业是为全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业，，，，其其其其

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生产过程是否绿色、、、、能否生产绿色环保的产品能否生产绿色环保的产品能否生产绿色环保的产品能否生产绿色环保的产品，，，，能否能否能否能否

为农业为农业为农业为农业、、、、建筑等其他产业提供节能环保技术建筑等其他产业提供节能环保技术建筑等其他产业提供节能环保技术建筑等其他产业提供节能环保技术、、、、装备等装备等装备等装备等

，，，，直接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节能环保水平直接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节能环保水平直接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节能环保水平直接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节能环保水平。。。。

� 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工业但是工业但是工业但是工业

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

一一一一、、、、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

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触目惊心!
空气质量下降空气质量下降空气质量下降空气质量下降、、、、重金属污染加剧重金属污染加剧重金属污染加剧重金属污染加剧、、、、水源和土壤被破坏水源和土壤被破坏水源和土壤被破坏水源和土壤被破坏

等生态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大众的健康严重影响大众的健康严重影响大众的健康严重影响大众的健康。。。。必须认识必须认识必须认识必须认识““““

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的警示性的警示性的警示性的警示性，，，，我国工业发展已到了刻不容我国工业发展已到了刻不容我国工业发展已到了刻不容我国工业发展已到了刻不容

缓向缓向缓向缓向““““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的重要转型期的重要转型期的重要转型期。。。。

� 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对于对于对于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建设资源节约建设资源节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友好社会和和和和

促进促进促进促进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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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源于环境保护领域源于环境保护领域源于环境保护领域源于环境保护领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保护生态环境活动的总和保护生态环境活动的总和保护生态环境活动的总和保护生态环境活动的总和，，，，是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是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是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是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

量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量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量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量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 广义的绿色发展广义的绿色发展广义的绿色发展广义的绿色发展包括存量经包括存量经包括存量经包括存量经

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

� 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首先是首先是首先是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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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济的绿色化改造和发展绿色

经济两方面经济两方面经济两方面经济两方面，，，，涉及涉及涉及涉及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国民经济

的层面的层面的层面的层面；；；；将涉及将涉及将涉及将涉及绿色化生产绿色化生产绿色化生产绿色化生产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生生生生

态与环保态与环保态与环保态与环保、、、、理念与教育理念与教育理念与教育理念与教育、、、、法法法法

制与管理制与管理制与管理制与管理等方面等方面等方面等方面；；；；

� 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首先是首先是首先是首先是

工业绿色发展工业绿色发展工业绿色发展工业绿色发展，，，，包括生包括生包括生包括生

产制造过程绿色化产制造过程绿色化产制造过程绿色化产制造过程绿色化、、、、产产产产

品绿色化品绿色化品绿色化品绿色化、、、、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

清洁生产等企业和工业清洁生产等企业和工业清洁生产等企业和工业清洁生产等企业和工业

层面层面层面层面。。。。



�当前工业绿色发展首先应从当前工业绿色发展首先应从当前工业绿色发展首先应从当前工业绿色发展首先应从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狭义的绿色发展做起做起做起做起，，，，实实实实

现制造业现制造业现制造业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土木建筑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土木建筑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土木建筑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土木建筑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

，，，，同时高度重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同时高度重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同时高度重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同时高度重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推进广义的推进广义的推进广义的推进广义的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和市场的视角，，，，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更多地转移到

合理控制产能合理控制产能合理控制产能合理控制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在发展过程中把握好合在发展过程中把握好合在发展过程中把握好合在发展过程中把握好合

理的结构和增速理的结构和增速理的结构和增速理的结构和增速。。。。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向主动调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向主动调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向主动调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向主动调

整和政策引导整和政策引导整和政策引导整和政策引导。。。。



——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 循环循环循环循环经济本质是生态经济经济本质是生态经济经济本质是生态经济经济本质是生态经济，，，，是以物质是以物质是以物质是以物质、、、、能量高效转换能量高效转换能量高效转换能量高效转换，，，，

梯次利用和循环使用为特征梯次利用和循环使用为特征梯次利用和循环使用为特征梯次利用和循环使用为特征，，，，按照工业生态学的规律按照工业生态学的规律按照工业生态学的规律按照工业生态学的规律，，，，合合合合

理理理理、、、、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循环利用的目在物质循环利用的目在物质循环利用的目在物质循环利用的目

标指引下发展经济标指引下发展经济标指引下发展经济标指引下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

统的物质环境过程中统的物质环境过程中统的物质环境过程中统的物质环境过程中，，，，促进经济活动生态化促进经济活动生态化促进经济活动生态化促进经济活动生态化。。。。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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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  钢铁产品生命周期概念钢铁产品生命周期概念钢铁产品生命周期概念钢铁产品生命周期概念



•••• 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以是以是以是以““““3R”为基本原为基本原为基本原为基本原

则则则则，，，，是建立在物质是建立在物质是建立在物质是建立在物质、、、、能量以及排能量以及排能量以及排能量以及排

放放放放、、、、废弃物循环流动基础上废弃物循环流动基础上废弃物循环流动基础上废弃物循环流动基础上，，，，在在在在

一定条件下将物质一定条件下将物质一定条件下将物质一定条件下将物质、、、、能量能量能量能量、、、、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空间空间空间空间、、、、资金等资金等资金等资金等““““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有效地有效地有效地有效地

整合在一起的整合在一起的整合在一起的整合在一起的，，，，以实现经济效益以实现经济效益以实现经济效益以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 循环经济以工业生态链的有序循环经济以工业生态链的有序循环经济以工业生态链的有序循环经济以工业生态链的有序

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以构建以构建以构建以构建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集成和动态运行为基础，，，，以构建以构建以构建以构建

工业生态园区作为发展载体工业生态园区作为发展载体工业生态园区作为发展载体工业生态园区作为发展载体。。。。这这这这

些工业生态区域内不仅体现了些工业生态区域内不仅体现了些工业生态区域内不仅体现了些工业生态区域内不仅体现了

““““3R”原则原则原则原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

““““物质流物质流物质流物质流-能量流能量流能量流能量流-时间时间时间时间-空间空间空间空间-资金资金资金资金
流流流流””””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的动态集成的动态集成的动态集成的动态集成。。。。是有时是有时是有时是有时-
空概念的工业生态链动态集成空概念的工业生态链动态集成空概念的工业生态链动态集成空概念的工业生态链动态集成，，，，

是有资金增值的价值体现是有资金增值的价值体现是有资金增值的价值体现是有资金增值的价值体现。。。。 图图图图2  从从从从““““3R”出发到出发到出发到出发到““““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五要素””””优化优化优化优化集成集成集成集成



•••• 低碳发展低碳发展低碳发展低碳发展源源源源自气候变化领域自气候变化领域自气候变化领域自气候变化领域，，，，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温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温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温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温

室气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室气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室气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室气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并将直接涉及能并将直接涉及能并将直接涉及能并将直接涉及能

源消费源消费源消费源消费、、、、能源结构直至发展战略能源结构直至发展战略能源结构直至发展战略能源结构直至发展战略、、、、发展速度的调整发展速度的调整发展速度的调整发展速度的调整。。。。

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

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

——低碳低碳低碳低碳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外，，，，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低碳发展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

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市场。。。。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

展和制度约束来推动低碳增长展和制度约束来推动低碳增长展和制度约束来推动低碳增长展和制度约束来推动低碳增长，，，，并具体体现在能源效并具体体现在能源效并具体体现在能源效并具体体现在能源效

率提高率提高率提高率提高、、、、能源结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化能源结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化能源结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化能源结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化。。。。

•••• 低碳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理念的转变低碳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理念的转变低碳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理念的转变低碳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理念的转变，，，，强化有管控的强化有管控的强化有管控的强化有管控的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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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相辅相成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相辅相成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相辅相成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相辅相成，，，，相相相相

互促进互促进互促进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三者均要求节约三者均要求节约三者均要求节约三者均要求节约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均要求保护环境均要求保护环境均要求保护环境均要求保护环境，，，，

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减轻减轻减轻减轻并防止并防止并防止并防止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 绿色发展可以起到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绿色发展可以起到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绿色发展可以起到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绿色发展可以起到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循环经济不仅能提高资源生产率循环经济不仅能提高资源生产率循环经济不仅能提高资源生产率循环经济不仅能提高资源生产率，，，，也是环境保也是环境保也是环境保也是环境保

护的重要措施护的重要措施护的重要措施护的重要措施；；；；推进低碳发展推进低碳发展推进低碳发展推进低碳发展，，，，也能减少污染也能减少污染也能减少污染也能减少污染

物排放物排放物排放物排放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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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总之总之总之，，，，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题，，，，绿色绿色绿色绿色化化化化是发展的新要求和转型是发展的新要求和转型是发展的新要求和转型是发展的新要求和转型

主线主线主线主线，，，，循环循环循环循环的重点的重点的重点的重点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低碳低碳低碳低碳的重点的重点的重点的重点

是能源是能源是能源是能源结构结构结构结构调整调整调整调整、、、、能量效率提高能量效率提高能量效率提高能量效率提高。。。。三者目标一致三者目标一致三者目标一致三者目标一致，，，，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

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方式和方式和方式和方式和理性理性理性理性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采取有管控的发展方式和方式和方式和方式和理性理性理性理性

的的的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消费模式消费模式。。。。

从内涵看从内涵看从内涵看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更为宽泛绿色发展更为宽泛绿色发展更为宽泛绿色发展更为宽泛，，，，涵盖循环发展和低涵盖循环发展和低涵盖循环发展和低涵盖循环发展和低

碳发展的核心内容碳发展的核心内容碳发展的核心内容碳发展的核心内容，，，，循环发展循环发展循环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则是绿色发低碳发展则是绿色发低碳发展则是绿色发低碳发展则是绿色发

展的重要路径和形式展的重要路径和形式展的重要路径和形式展的重要路径和形式，，，，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似乎似乎似乎似乎可以用绿色发展来可以用绿色发展来可以用绿色发展来可以用绿色发展来

统一表述统一表述统一表述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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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色化与节能减排工业绿色化与节能减排工业绿色化与节能减排工业绿色化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末端治理末端治理末端治理末端治理、、、、

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工业生态链和绿色制造都有工业生态链和绿色制造都有工业生态链和绿色制造都有工业生态链和绿色制造都有

不同程度的联系不同程度的联系不同程度的联系不同程度的联系。。。。工业绿色化工业绿色化工业绿色化工业绿色化在工程在工程在工程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的

的主要内容包括的主要内容包括的主要内容包括的主要内容包括：：：：

——面向原料面向原料面向原料面向原料/能源的策略性选择能源的策略性选择能源的策略性选择能源的策略性选择，，，，相关能源消耗及各类相关能源消耗及各类相关能源消耗及各类相关能源消耗及各类

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

二二二二、、、、绿色绿色绿色绿色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低碳循环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发展的内涵

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废弃排放的优化；；；；

——面向制造过程技术的解析面向制造过程技术的解析面向制造过程技术的解析面向制造过程技术的解析-集成集成集成集成、、、、重构重构重构重构-优化策略优化策略优化策略优化策略，，，，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的优化能源的利用效率的优化能源的利用效率的优化能源的利用效率的优化；；；；

——面向产品的使用面向产品的使用面向产品的使用面向产品的使用、、、、废弃废弃废弃废弃、、、、回收的全寿命分析策略回收的全寿命分析策略回收的全寿命分析策略回收的全寿命分析策略；；；；

——面向物质面向物质面向物质面向物质/能量充分能量充分能量充分能量充分（（（（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的构利用的工业生态链的构利用的工业生态链的构利用的工业生态链的构

筑策略等筑策略等筑策略等筑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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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钢铁钢铁钢铁、、、、有色有色有色有色、、、、建材建材建材建材、、、、化工化工化工化工、、、、造纸造纸造纸造纸等等等等流程制造业流程制造业流程制造业流程制造业的的的的产品产品产品产品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居居居居世界前列世界前列世界前列世界前列。。。。

--产品产量产品产量产品产量产品产量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占世界比例占世界比例占世界比例占世界比例（（（（%）））） 世界排名世界排名世界排名世界排名

钢铁钢铁钢铁钢铁 粗钢粗钢粗钢粗钢 7.17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46 第第第第1

表表表表1    2012年中国主要年中国主要年中国主要年中国主要产品产能产品产能产品产能产品产能、、、、产量及世界排名产量及世界排名产量及世界排名产量及世界排名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有色有色有色有色 电解铝电解铝电解铝电解铝 2026.7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45 第第第第1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

原油加工量原油加工量原油加工量原油加工量 4.68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第第第第2
成品油成品油成品油成品油 2.82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11 第第第第2

建材建材建材建材

水泥水泥水泥水泥 21.84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57 第第第第1
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平板玻璃 7.14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 50 第第第第1

造纸造纸造纸造纸

纸及纸板纸及纸板纸及纸板纸及纸板 10250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25 第第第第1
纸浆纸浆纸浆纸浆 7867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第第第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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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工业能耗总量约年工业能耗总量约年工业能耗总量约年工业能耗总量约26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占全国占全国占全国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耗的一次能源消耗的一次能源消耗的一次能源消耗的

73%，，，，与与与与2000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1.9倍倍倍倍。。。。2010年流程制造业能耗占工业年流程制造业能耗占工业年流程制造业能耗占工业年流程制造业能耗占工业

的的的的64%。。。。

--工业能耗工业能耗工业能耗工业能耗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3

图图图图4   2012年工业能耗年工业能耗年工业能耗年工业能耗

占全国能耗比例占全国能耗比例占全国能耗比例占全国能耗比例
图图图图3   工业能耗迅速增长工业能耗迅速增长工业能耗迅速增长工业能耗迅速增长

图图图图5   2010年流程制造业年流程制造业年流程制造业年流程制造业

能耗占工业能耗比例能耗占工业能耗比例能耗占工业能耗比例能耗占工业能耗比例



--产值及污染产值及污染产值及污染产值及污染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钢铁钢铁钢铁钢铁、、、、有色有色有色有色、、、、建材建材建材建材、、、、造造造造

纸等行业纸等行业纸等行业纸等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2010年五大行业产值在年五大行业产值在年五大行业产值在年五大行业产值在

工业总产值中分别占比工业总产值中分别占比工业总产值中分别占比工业总产值中分别占比17.8%、、、、

8.0%、、、、4.1%、、、、3.7%、、、、1.6%，，，，

�五大行业也是环境污染排放与治理重点行业五大行业也是环境污染排放与治理重点行业五大行业也是环境污染排放与治理重点行业五大行业也是环境污染排放与治理重点行业。。。。2010年五大行业年五大行业年五大行业年五大行业：：：：

�废水和废水和废水和废水和SO2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48.2%和和和和35.3%；；；；

�挥发酚挥发酚挥发酚挥发酚、、、、氰化物氰化物氰化物氰化物、、、、石油类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石油类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石油类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石油类的累计排放分别占工业的71.9%、、、、

63.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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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4.1% 3.7% 1.6%

合合合合计占比达到计占比达到计占比达到计占比达到35.2%。。。。

图图图图6  2010年五大行业产值占工业比例年五大行业产值占工业比例年五大行业产值占工业比例年五大行业产值占工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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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以来以来以来以来，，，，工业节能工业节能工业节能工业节能

减排技术的推广减排技术的推广减排技术的推广减排技术的推广、、、、普及普及普及普及，，，，取取取取

得明显成效得明显成效得明显成效得明显成效。。。。

�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

耗从耗从耗从耗从2005年的年的年的年的2.59tce/万元万元万元万元降降降降
低低低低至至至至2010年的年的年的年的1.92tce/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工业工业工业工业能效水平能效水平能效水平能效水平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低低低低至至至至2010年的年的年的年的1.92tce/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以年均以年均以年均以年均8.1%的能耗增长支撑的能耗增长支撑的能耗增长支撑的能耗增长支撑

了了了了14.9%的工业增长的工业增长的工业增长的工业增长。。。。

图图图图7  2005-2011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变化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变化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变化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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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钢铁钢铁钢铁、、、、建材建材建材建材、、、、有色有色有色有色、、、、化工等主要用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显著化工等主要用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显著化工等主要用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显著化工等主要用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显著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2010年与年与年与年与2005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钢铁钢铁钢铁钢铁、、、、炼油炼油炼油炼油和和和和水泥等行业综合能耗水泥等行业综合能耗水泥等行业综合能耗水泥等行业综合能耗

分别下降分别下降分别下降分别下降12.1%、、、、15.1%和和和和28.6%，，，，单位产品能耗均有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均有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均有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均有降低。。。。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tce/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不断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不断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不断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不断降低降低降低降低，，，，从从从从2001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46.5吨吨吨吨/万元降至万元降至万元降至万元降至2011年的年的年的年的12.3吨吨吨吨/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 工业废气工业废气工业废气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从排放强度从排放强度从排放强度从2001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3691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万元降至万元降至万元降至万元降至2011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3579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水平水平水平水平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强度指标)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图图图图9 2001-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图图图图8  2001-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及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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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行业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虽不断下工业行业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虽不断下工业行业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虽不断下工业行业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虽不断下

降降降降，，，，但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但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但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但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产品总量快速上升产品总量快速上升产品总量快速上升产品总量快速上升，，，，工业的总能耗和污工业的总能耗和污工业的总能耗和污工业的总能耗和污

染排放总量染排放总量染排放总量染排放总量仍然过大并呈上升趋势仍然过大并呈上升趋势仍然过大并呈上升趋势仍然过大并呈上升趋势，，，，环境污染形势环境污染形势环境污染形势环境污染形势严峻严峻严峻严峻：：：：

--工业总能耗工业总能耗工业总能耗工业总能耗和污染排放呈上升和污染排放呈上升和污染排放呈上升和污染排放呈上升趋势趋势趋势趋势(总量总量总量总量)

三三三三、、、、现状现状现状现状和和和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废水废水废水废水 SO2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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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是是是是2000年年年年
的的的的1.2倍倍倍倍

图图图图10 2000年和年和年和年和2011年工业废水年工业废水年工业废水年工业废水、、、、COD和和和和SO2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是是是是2000年年年年
的的的的1.3倍倍倍倍

是是是是2000年年年年
的的的的50%



2000年年年年 2012年年年年 增长倍数增长倍数增长倍数增长倍数

粗钢粗钢粗钢粗钢

(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1.29 7.17 5.58 

电解铝电解铝电解铝电解铝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298.9 2026.7 6.78

水泥水泥水泥水泥

(亿吨亿吨亿吨亿吨) 5.93 21.84 3.68 

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平板玻璃

(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
1.84 7.14 3.88 

表表表表2 2012年主要产品产量与年主要产品产量与年主要产品产量与年主要产品产量与2000年比较年比较年比较年比较

可见可见可见可见，，，，在能耗在能耗在能耗在能耗、、、、排放强度有明显成效的同时排放强度有明显成效的同时排放强度有明显成效的同时排放强度有明显成效的同时，，，，但但但但

是由于重化工业是由于重化工业是由于重化工业是由于重化工业、、、、流程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出激增流程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出激增流程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出激增流程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出激增，，，，环环环环

境负荷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境负荷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境负荷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境负荷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控制产出总量控制产出总量控制产出总量控制产出总量，，，，转转转转

变发展方式变发展方式变发展方式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积极应对的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积极应对的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积极应对的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积极应对的。。。。

(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亿重量箱)

纸及纸板纸及纸板纸及纸板纸及纸板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2487 10250 4.12 
图图图图11 2000-2012年粗钢产量增加及吨钢能耗逐年下降年粗钢产量增加及吨钢能耗逐年下降年粗钢产量增加及吨钢能耗逐年下降年粗钢产量增加及吨钢能耗逐年下降



�重化工业等重化工业等重化工业等重化工业等““““两高一资两高一资两高一资两高一资””””工业行业的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工业行业的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工业行业的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工业行业的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战略性战略性战略性战略性

新兴产业得到有效的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得到有效的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得到有效的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得到有效的培育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工业能耗强度和污染物工业能耗强度和污染物工业能耗强度和污染物工业能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排放排放排放强度强度强度强度有进一步的明显下降有进一步的明显下降有进一步的明显下降有进一步的明显下降与工业总能耗与工业总能耗与工业总能耗与工业总能耗

和污染总量和污染总量和污染总量和污染总量的增量得到遏制的增量得到遏制的增量得到遏制的增量得到遏制，，，，为此既要有政策引导又要有具体为此既要有政策引导又要有具体为此既要有政策引导又要有具体为此既要有政策引导又要有具体、、、、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

确立绿色的发展理念确立绿色的发展理念确立绿色的发展理念确立绿色的发展理念，，，，到到到到2020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工程技术的支撑；；；；

�基本形成具有基本形成具有基本形成具有基本形成具有中中中中国特色的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国特色的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国特色的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国特色的工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环境保护的环境保护的环境保护的环境保护的立法进一步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环保执法机制健全并得到落实环保执法机制健全并得到落实环保执法机制健全并得到落实环保执法机制健全并得到落实；；；；

�促进工业促进工业促进工业促进工业经济能融入到经济能融入到经济能融入到经济能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之中进程之中进程之中进程之中；；；；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19



(1)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工业工业工业工业绿色发展首先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绿色发展首先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绿色发展首先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绿色发展首先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

五五五五、、、、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

调整工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工业布局优化工业布局优化工业布局优化工业布局，，，，引导地区间产引导地区间产引导地区间产引导地区间产

业有序转移业有序转移业有序转移业有序转移，，，，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推动地区的工业推动地区的工业推动地区的工业推动地区的工业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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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必须形成节约资源必须形成节约资源必须形成节约资源必须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保护环境的保护环境的保护环境的产业结产业结产业结产业结

构构构构，，，，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两型两型两型两型””””工业结构工业结构工业结构工业结构，，，，以改变传统的高投以改变传统的高投以改变传统的高投以改变传统的高投

入入入入、、、、高消耗高消耗高消耗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高污染生产方式高污染生产方式高污染生产方式。。。。



（（（（2））））促进能源利用绿色转型促进能源利用绿色转型促进能源利用绿色转型促进能源利用绿色转型

�加快推进煤炭加快推进煤炭加快推进煤炭加快推进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石油等高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石油等高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石油等高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

五五五五、、、、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

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促进化石能源绿色化、、、、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低碳化利用

�大力开发风能大力开发风能大力开发风能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提提提提

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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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工程技术的绿色转型实现工程技术的绿色转型实现工程技术的绿色转型实现工程技术的绿色转型

� 完善完善完善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结合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产学研用结合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产学研用结合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产学研用结合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

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 突破新能源利用技术突破新能源利用技术突破新能源利用技术突破新能源利用技术、、、、低碳技术低碳技术低碳技术低碳技术、、、、绿色绿色绿色绿色化化化化技术技术技术技术、、、、节能技节能技节能技节能技

术术术术、、、、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支撑工业支撑工业支撑工业支撑工业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五五五五、、、、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

术术术术、、、、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原燃料替代等关键技术瓶颈，，，，支撑工业支撑工业支撑工业支撑工业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绿色化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 鼓励企业使用首台鼓励企业使用首台鼓励企业使用首台鼓励企业使用首台（（（（套套套套））））绿色技术装备绿色技术装备绿色技术装备绿色技术装备，，，，加快绿色产业加快绿色产业加快绿色产业加快绿色产业

化基地建设化基地建设化基地建设化基地建设

� 推动行业间推动行业间推动行业间推动行业间、、、、工业工业工业工业-社会间的物质社会间的物质社会间的物质社会间的物质/能量链接技术开发和能量链接技术开发和能量链接技术开发和能量链接技术开发和

工业生态园建设工业生态园建设工业生态园建设工业生态园建设（（（（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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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1：：：：钢铁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钢铁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钢铁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钢铁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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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2：：：：水泥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水泥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水泥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水泥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工业生态链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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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加快加快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促进工业系统促进工业系统促进工业系统促进工业系统高效化高效化高效化高效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化改造智能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和和和和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高资源提高资源提高资源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

五五五五、、、、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

（（（（5））））加快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绿色转型

� 启动政府绿色采购启动政府绿色采购启动政府绿色采购启动政府绿色采购，，，，带动绿色消费行为带动绿色消费行为带动绿色消费行为带动绿色消费行为

� 实施绿色营销实施绿色营销实施绿色营销实施绿色营销，，，，引导引导引导引导小康型的小康型的小康型的小康型的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

� 倡导绿色物流倡导绿色物流倡导绿色物流倡导绿色物流，，，，深化绿色消费内涵深化绿色消费内涵深化绿色消费内涵深化绿色消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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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教育

� 要在学校的课程中增加绿色要在学校的课程中增加绿色要在学校的课程中增加绿色要在学校的课程中增加绿色、、、、循环循环循环循环、、、、低碳发展的教低碳发展的教低碳发展的教低碳发展的教

育内容育内容育内容育内容

�

五五五五、、、、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对策

� 在城市社区和工业集中区讲授绿色发展意义和政策在城市社区和工业集中区讲授绿色发展意义和政策在城市社区和工业集中区讲授绿色发展意义和政策在城市社区和工业集中区讲授绿色发展意义和政策

� 在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结合具体的采购在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结合具体的采购在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结合具体的采购在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结合具体的采购、、、、生产生产生产生产、、、、营销营销营销营销

等业务讲解绿色发展的具体内涵和实例等业务讲解绿色发展的具体内涵和实例等业务讲解绿色发展的具体内涵和实例等业务讲解绿色发展的具体内涵和实例

�……



�当前当前当前当前转变转变转变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工业发展方式工业发展方式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已经到了非常

紧迫和关键的时刻紧迫和关键的时刻紧迫和关键的时刻紧迫和关键的时刻，，，，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循环发展循环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低碳发展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低碳发展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低碳发展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也是转变也是转变也是转变

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六六六六、、、、归结归结归结归结

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增长增长增长增长！！！！”要切实地制止要切实地制止要切实地制止要切实地制止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获取获取获取““““黑色黑色黑色黑色””””GDP的趋势的趋势的趋势的趋势。。。。

�工业绿色化发展需要宏观发展战略的政策引导工业绿色化发展需要宏观发展战略的政策引导工业绿色化发展需要宏观发展战略的政策引导工业绿色化发展需要宏观发展战略的政策引导，，，，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生生生生

态立法的管控和工程技术的有效支撑态立法的管控和工程技术的有效支撑态立法的管控和工程技术的有效支撑态立法的管控和工程技术的有效支撑，，，，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

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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