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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与新型工业化

孟庆琳

  内容提要 新型工业化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实现这样的新工业化道路必须大力发展与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而发展“绿

色产业”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完善、高效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没有完善、高

效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就不可能充分地把环境的“消费价值”转化为“市场价

格”,也不可能引导企业进入“环境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国目前绿

色食品(消费品)产业日渐兴旺,而环境产业薄弱、环境日渐劣化,其根本原因正

在于此。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 绿色生产力 绿色产业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划分产业,则产业可以划分为两类:环境“友好”的产业

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这里的“环境产业”就是指与环境“友好”的产业,这类产

业的生产过程不会损害环境,甚至可以修复环境。环境的“好”与“坏”、破坏与

修复自有标准,例如适于生物多样化、人类健康等,更加具体的如环境监测部

门的水质等级、空气质量标准等,都可以用来判断企业的“环境”性质,尽管不

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坐标系,但这不影响本文将要说明的环境产业的性质,
对此暂且存而不论。

  纵观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环境产业是最后发展起来的产业。这些后发展

起来的产业往往给迫切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展国家带来困惑:要不要跨过工业

化国家发展产业的历史顺序提前发展这些先进产业,通过“赶超战略”实现现

代化。本文的目的在于思考这一赶超战略的实现条件和发展步骤。

一、绿色产业的存在条件

  产业的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在

孕育它的条件没有成熟之前是不会诞生的。同样,一个新的产业在适于其生

存发展的条件不具备时,这样的产业也不会诞生。绿色产业的发展是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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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适应的。

  1.环境的消费价值相对提高。

  传统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消耗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过程。随着环境污染的

加剧,“清洁环境”和“优美环境”越来越成为稀缺品。消费的稀缺品定价规律

就会发挥作用,环境的需求价格就会上升。这一关系可以更正式的表述为如

下形式。

  把个人的消费分为两类:消费品和环境。设效用函数为U(X,E),其中X
为消费品或非环境消费品的数量,E 为环境消费的数量。给定个人偏好的凸

性,连续性和理性的假设,则消费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在人均环境资源总量

췍E 无穷大时,个人最优环境消费量E*为:

UE(X,E*)=췍U
(X,E)
췍E =0

其中UE 为环境的边际效用,此时췍E>E*,环境没价值。在环境的存量日益减

少,人均存量췍E<E*时,环境的边际效用上升,环境的消费价值也将为正:

UE(X,췍E)>0 其中췍E<E*

  在极端的情况下,UE(X,0)=∞,环境的价值将会无穷大。

  以上对环境消费价值的分析依据的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些

假设具有“公理”的性质,是不能自己证明的,其正确性仅在于“普遍接受”的事

实和尚无明显的“证伪”先例。

  2.环境的消费价值随收入而上升。

  环境的消费对非环境的消费品来说是互补品而不是替代品,这样的看法

来源于以下事实。

  其一,越是重大的活动,人们越会要求选择清洁、优美的有“排场”的环境,
在许多地方选择环境可以成为职业。

  其二,富人区与穷人区往往有明显的环境差别:富人区的环境明显好于穷

人区,高收入的城市环境明显好于低收入的城市,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明显好于

低收入国家。

  虽然可以举出许多反例,但是在优美的环境下享用一顿午餐要比在肮脏

的环境下享用同一午餐有更高效用的普遍看法,支持环境与消费品是互补品

的假定。这一关系可以形式的表示为:

췍2U(X,E)
췍X췍E >0

  在环境的存量有限时,即使最初的环境的消费价值为零,即UE=(췍X,췍E)

=0,但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非环境产品X*>췍X 时,环境的价值也会大于

零:

UE(X*,췍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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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环保管理体系的建立。

  环境是公共产品,这主要体现在对消费环境者难于收费。因为一方面许

多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我们很难向欣赏美景的人收费,因为“欣赏”没有

对美景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害;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对损害环境者收费,这是因

为环境很复杂,范围很广,很难监督或对其全面监督的成本非常高。因此,我
们能看到环境受到破坏的结果,却不能确定谁应对此负责。在环境保护管理

机制不能有效的监督环境损害,使“谁损害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得以施行

时,环境既使有消费价值,也未必有市场价值。在环境没有市场价值或市场价

值很低时,环境企业就不会进入,环境产业更无从谈起。更正式的表述如下:
如果环境的价值由消费的价值确定,即:

P̂=췍U
(X,E)
췍E

  监督的作用在于使消费价值成为市场价值。在环境的消费(损害)得到完

全的监督时,市场价格(价值)就等于环境的价值;在监督不完全的时候,市场

价格小于环境的消费价值。以Γ表示监督的效率,则市场价值可以写作:P=
Γ·̂P
  环境企业的利润为:

ΠE=PE-wL-rK=Γ·̂PE-wL-rK
  非环境企业或消耗环境企业的利润为①:

ΠX=Y-PE-wL-rK=Y-Γ·̂PE-wL-rK
  可以看出,在没有有效的监督管理系统时,过低的Γ 值会使环境产业的

利润下降,而使环境消耗企业利润上升。因而,可以说一个高效的环境监督管

理体制是环境产业存在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条,就算环境的价值(社会价值,
消费价值)再大,也不可能有环境产业出现,而只能看到破坏环境产业的繁荣。
另一方面,一旦环境监督的效率提高,环境产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环境消耗产

业的相对萎缩。实际上这正是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环境产业越来

越大,而传统产业越来越小的“空心化”现象。因此,绿色产业是一个监督约束

型的产业,监督制度取决定性作,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环境的最优产量取决

于监督效率:

E*=E*(Γ)

췍E*(Γ)
췍Γ >0

  4.环境监督的效率取决于监督技术和投入水平。

① 这里使用了相对价格或标准化价格的概念,令非环境产品Y 的价格为1。其他符号的意义与
标准教科书中的一致,在此恕不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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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更先进的监测工具可以大大地提高监督效率,例如望远镜、巡逻车、
直升机、摄像机等可以在监督机制给定下大大提高监督的效率。另一方面,在
给定技术和监督机制下,投入更多的监督经费,也可以提高监督效率,例如用

更多的监理人员,布更多的监测点等。因而监督效率是监督技术T 监督费用

C 的“单调增函数”:

Γ=Γ(T,C)

  相应的监督成本C为:

C=C(Γ,T)

  监督成本可以看成是凸的:

췍2C(Γ,T)
췍Γ2 >0,췍

2C(Γ,T)
췍T2 >0

  即在给定的技术下,更高的监督效率,需要更多的监督费用,而在既定监

督水平下,高水平的监督技术需要更多的固定投入,同时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

性质①。

  环境监督体系的净经济效益为:

Π* =̂PE-wL-rK-C(Γ,T)
很显然,Π*>0时,监督体系是经济有效的,相反在Π*<0时,监督体系在经

济上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当然可以认为环境的净经济效益是“规模收益递

减”,即:

Π*
T (-,0)=∞,Π*

T =(-,∞)<0
Π*

C (0,-)=∞,Π*
C =(∞,-)<0

  其中: Π*
T =췍Π

*

췍T
,Π*

C =췍Π
*

췍C
  即在技术水平很低时,提高技术的净经济效益会上升,而在技术水平已经

很高时,提高技术的成本,会使净经济效益下降,因而有最优技术水平T*。
同样,也可得到最优投入水平C*②。

  以上的分析仅考虑了“净经济”效益,如果考虑环境外在性的社会收益,社
会最优的技术水平和投入水平一般会高于经济最优决策水平T*和C*③。

①

②

③

在短期中技术成本边际递增可能更真实,如质量越高的仪器的价格上升得越快。但就长期而
言,“技术进步”的效应可能使技术产品的价格下降,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也会发生。很显然,这不影响
分析的结果,因为技术的边际成本递减时会自动增加环境监督体系的“净利益”。

上述分析使用了“可微”的假设,这除了为表达方便外,不影响讨论的结论。在不可微或离散
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篇幅所限在此恕不重述。

关于外在性的分析,请参见标准教科书,例如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的《微观经济学》第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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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产业的实证

  根据对调研材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有关绿色产业的基本状况如下:

  1.“绿色产品”,特别是“绿色食品”产业正在形成。

  所谓“绿色食品”指的是对人体无毒、无害的消费品,这类产品,特别是食

品、日用品发展很快。现把调研结果整理列表如下:

表一 绿色食品

单 位 产 品 市 场 结 果

牡丹江 绿色大米 福州博览会2002 每公斤卖到10元

肇州县双发乡双发村 绿色豆芽 大庆、肇州、肇源
人均收入增加100元/
年

勃利县食品公司 绿色大鹅 上海、杭州
每公 斤5—6元 (收 购
价),每年100万只

拜泉县 绿色畜牧 上海、北京、大庆
实现产值3.8亿元,供
销两旺

哈尔滨市南岗红星村 无公害特色蔬菜 日本、俄罗斯、荷兰 年人均收入4612元

建三江垦区葛柏林家
庭农场

绿色大豆 大连、河北
每公斤2元,增加收入

10万元

大兴安岭北奇神集团 绿色食品 上海、广州、北京 年产值4亿元

哈尔滨市向东村 无公害蔬菜 哈尔滨
卖 不 上 价,亏 损 2—3
成

黑龙江省统计局 绿色食品
人均绿色收入206元,
占 农 民 收 入 增 长

39.3%

黑龙江圣中公司黑龙
江省林产品研究所

环保墙体环保刨花
板技术

哈尔滨贸易洽谈会
“没想到如此受欢迎”,
需求 占 招 商 项 目 额 的

10%

  这些材料虽不如“数字化”的统计报告好看,但可能更真实的反映当前市

场的基本趋势,至少在“贝叶斯后验估计”的意义上,可以说“绿色产品市场正

在兴起”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判断。

  2.环境恶化的现象没有得到遏止。

  笔者根据国家环保局公布的材料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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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环境状况

项 目 现 象

1. 水土流失 每年扩大1万平方公里

2. 草 地 “三化”草地每年增加200万公顷,产草量每公顷只有40-50公斤

3. 耕 地 矿产土地复垦率不足15%,开发破坏土地每年4万公顷

4. 林 地 “造五失三”,每年200万公顷森林成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

5. 自然保护区 22%的自然保护区遭到旅游业破坏,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

6. 地面水 中国七大水系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

7. 干 流 57.7%断面达到Ⅲ类水质,21.6%断面达到Ⅳ类水质,13.8%为劣 V类
水质

8. 松花江 Ⅰ—Ⅱ类水质河道占17.8%,Ⅳ—Ⅴ类水质河道占6.0%,(哈尔滨以下
河道枯水期为100%),干流河底残留汞57.7吨

9. 海 洋
Ⅱ类水质面积10.2万平方公里,Ⅲ类水质面积5.4万平方公里,Ⅳ类水
质面积2.1万平方公里,劣Ⅳ类水质面积2.9万平方公里,东海近岸水
质污染加重

  从上面的实证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绿色食品的价格已经明显上升,这一类产品的利润增加,已有形成

产业的“相”。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对食品污染的普遍忧虑。例如,日本《农业

新闻》(2002年4月26日)称中国产蔬菜残留农药水平严重超标;我国经贸委

有关材料表明每年由于农产品疫病、农药残留导致全国约20万人中毒,加之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食品的稀缺性已经起作用,因而消费的边际价格上

升。

  其次,绿色食品的市场目前主要在东部和中部高收入的地区。在收入不

高的城市和地区绿色食品的价格实际在下降。例如,在哈尔滨市场上绿色蔬

菜的价格仅高出1~2成,而种植绿色蔬菜的产量相对减少2~3成之间,加之

管理严格、劳动力投入大,这些绿色蔬菜没有给生产者带来收益。相同的情况

也发生在其他地区。例如,石家庄无公害蔬菜专营店内的价格基本与集贸市

场上持平,冀农精特菜配送中心平时每天的销售额不到千元;集贤县的“绿色

食品”一条街上的绿色大米价格只高出普通大米的5%,仍无人问津,该市场

行将关闭。究其原因,除了“信誉”和“识别”等市场信息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收

入水平和绿色食品数量起决定作用:哈尔滨和石家庄绿色食品市场难于形成

是由于收入水平低,而集贤镇的绿色市场难于形成的原因是集贤污染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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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农药),普通大米的“绿度”已经很高,因此绿色大米的边际效用必然不

高,绿色市场自然很难形成。

  最后,无论是绿色食品,还是环保墙体和环保人造板技术,都是私人用品,
不属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环境产品,它们的消费可以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这些产业当然属于绿色产业的一部分,但是不能代替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环

境产业。因而以“绿色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概言中国绿色产业的总体形势是一

大误区。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环境在恶化,环境企业尚十分微弱,更何谈产

业。据估计,目前与环保产品有关的企业约8000~10000个,其中90%以上

为微小企业,没有环保设施,或有很少环保设施;另外在已运行的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中1/3根本不能使用,1/3不能正常使用;列入“十五”计划纲要的天然

林保护工程也是政府买单,企业执行,因而也算不上企业行为。

  可以断言,我国企业尚未进入环境产业是和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

环境管理体系分不开的。例如,大庆市县两级现有管理人员41人,乡镇管理

人员84人,平均每人要管理10万亩草地,再加上缺少执法工具和必要的通讯

设备,管理难,收费难的问题普遍存在;齐齐哈尔市以森林为主的县级保护区,
一般交林区管户负责,没有专门的机构和队伍;湿地保护区经费由省、市拨发,
严重不足,就连哈拉海湿地也没成立保护区,扎龙自然保护区加上观光收入,
经费仍然不足,湿地面积日小。在管理体系不健全、低效率时,环境企业无法

生存。例如,育林要整地、造林、抚育、防火、防病、防虫,修路造桥,一般红松成

材要80年,落叶松40年,带岭林业局育林成本现在约1000元/立方米,而现

在木材的平均售价只有400元/立方米。这里自然有育林效率不高的因素,但
在盗伐林木不受惩罚时,谁还会高价买人工林木。

三、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从环境的角度看,传统的工业化是指使环境日益恶化的工业发展之路,这
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而新型工业化是指保护

环境搞好生态建设的工业化之路,这相当于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

式,这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必走的“绿色道路”(孟庆琳,2002),对之进行深入

研究十分必要。这两种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是否有一套高效率的环

境保护管理体系,因为“绿色生产力”(产业)在本质上是“制度约束的生产力”
(孟庆琳、王朗玲,2002),没有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环境产业是不能出现的,
新型工业化也不可能实现。

  除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外,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的新型工业化成

功经验也证明如此。例如,美国环境保护总署自1988年对全国范围250种有

毒工业排放物作跟踪调查,当时加州公司企业每年排放污染物总量1.0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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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硅谷中心地带每年排放545万磅。此后加州联邦政府实行严格的反污染

法规,凡排放超量的公司企业不仅被处以重罚,还要在媒体上公布。最近一次

调查显示总污染物下降到14年前的1/4,硅谷中心下降到14年前的4%。许

多“盛产”工业污染物的企业为了躲避重罚纷纷迁到反污染气氛较为宽松的地

区,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等正遭受硅谷10年前遭受的同样灾难。日本水

俣市80年代以恐怖的“水俣病”而知名,经过严格的环境治理,例如市政府与

市民协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体系,实施ISO14001环保认证和普及家庭

ISO认证,到水俣市发展的企业都要严格遵守保护环境的规定,水俣市现在成

了日本环保城市的典范。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环境立法最全面的国家,新近颁

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家用电器再利

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建设再利用法》;其次,德国分别

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等
法规实行严格的环保管理,这正是这些国家环保取得成功的原因。相反,尽管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7,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10,草原面积是世界水平的1/11,淡水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自
然资源的边际消费价格不谓不高,但是只要没有严格、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体

系,就不会形成资源产业(环境产业),环境恶化的形势就不会停止。

  施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是否会造成“清洁的贫困”,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一大

顾虑。毫无疑问,严厉的环境保护会赶走或消灭许多污染企业,但这仅是局部

和短期的现象。首先,就总体和长期而言,这一现象并没有发生过。事实上施

行严格环境保护的地方都是工业发达、技术先进的地区,并没有因此而经济衰

落,相反,许多不施行环境保护的地方恰恰处于普遍贫困和落后之中。其次,
严格的环境保护也会推动环境企业发展,新产业的市场价值不一定就比旧产

业低。科学的环境保护方式不一定与经济利益相矛盾,如正在兴起的循环生

产方式或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等恰恰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方式,完全可以做到环境与经济

共同发展。例如,林口县退耕还林,上万农民大转移,就地从事工业、商业、果
树园林,同时促进耕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规模式经营,这些没有土地的农民

当年为林口县增加6000多万元的收入。建三江垦区的葛柏林私人农场投入

120万元种30多万棵树、保护湿地500亩,改变了周围小气候,近几年旱涝保

收;建场之初鼠害横行,每年损失3~5万元,恢复林木与湿地以后,引来猫头

鹰、黄鼠狼、狐狸等老鼠天敌,使鼠患得以遏制;1998年大豆地里出现了害虫

地老虎,农场正要去买农药,却发现数百只乌鸦在大豆地里飞起飞落,只用三

天时间就把近五千亩大豆地“过滤”一遍,当年节省3万元。最后,绿色企业会

赢得顾客。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牌已经成为公司竞争的手段。全球

250家最大的公司中45%、19个国家最大的公司中23%都发表绿色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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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与减少温室效应、节能节水和环保相关的承诺和措施,因为公司知道如果他

们的生产方式更注重生态,它们的社会政策更积极,消费者就更会看重它们的

产品。因此,“严厉的环境保护会损伤经济”的说法仅是一面之词,背后是与污

染企业相关既得利益者的声音。

  最后,“严格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市场”孰优孰劣? 自从科斯提出产

权与市场交易可以代替政府管制以来,“污染市场”理论鹊起,成为政府退出环

境资源配置的理由之一,这是和90年代末市场万能论泛滥是一致的。本文在

此仅指出过分强调“污染市场”的效率而轻视政府的直接管理可能是不恰当和

有害的。这是因为经验表明环境治理有成效的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是依靠政府

的直接管理而实现的,以“污染市场”方式成功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尚无先例。
美国有“污染市场”机制的实验,但仅在南方几家电厂之间的二氧化硫排放交

易取得成效,仅是环境保护中的插曲,不是主旋律,不可能以一当十代替政府

管制。即使要建立“污染市场”,也必须先建立市场规则,而现代市场规则是公

共领域,这样的公共规则也只能由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政府来完

成。二氧化硫污染市场在美国的成功也正在于此;美国有一套完备的环境保

护手段和管理体系。

  总之,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是发展环境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

必要条件,在我国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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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IndustryandNewIndustrialization
MengQing-lin

  Abstract Thekeydifferencebetweennewindustrializationandoldoneisthatnewin-
dustrializationisanindustrializationwith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approachingtonew
industrializationnecessitatesthedevelopmentofgreenindustriesthatarefriendlytoe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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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ment.Butwithoutasou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managementsystemorinstitu-
tion,nofirmswoundemergeintheenvironmentalindustriesthatproduceenvironmentor

produceenvironmentallyfriendly.Tothispoint,thesoundsystemofenvironmentprotec-
tionandmanagementismajorpreconditionfornewindustrialization,andthesucceeded

practicesofenvironmentalandindustrialharmonizeddevelopmentexpressthesamepredic-
tion.AlsoitisthesameinChina.Despitethethrivingdevelopmentofgreenconsumer

products,theenvironmentisstillworsening;thereasonliesintheabsenceofasoundand
efficie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 newindustrialization sustainabledevelopment environmentprotection
 greenproductiveforce green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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