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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静脉产业对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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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建设两型社会是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发展静脉产业
是完善循环经济链、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该文分析了发展静脉产业对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
发展静脉产业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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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目前,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
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
一;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十

1摇 发展静脉产业的重要意义
1. 1摇 改变线性经济发展模式

在工业化时代,人类从自然环境中开采原料,进

五分之一左右。 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导

行生产加工,生产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和消费品。

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中国

由于原料的利用方式是一次性的,物质要素的流动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8 年,中国能

性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即“ 资源 寅 产品 寅 废物冶 ,

28. 5 亿吨标准煤。 在环境容量相对不足、环境问题

1) 。 线性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资源的高强度开采、低

展道路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建设两型社会是转变经

利用和大量废弃,必将导致自然资源的短缺乃至枯

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

竭,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为了缓解线性经济发

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

展模式引发的环境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资

源消费总量从 2000 年的 13. 8 亿吨标准煤增加到
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

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作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发展循环经济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称 为 线 性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 图
效率利用和污染的高排放,其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
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应用。
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是建设两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静

未来对资源的需求也将不断加大,而经济增长方式

脉产业作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

粗放,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次品量和城市生活消费后

施废物资源化的重要手段和主要形式。 大力发展静

排放的废物量不断攀升、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低,在这

脉产业,不仅可以推进节能减排,还可以有效缓解经

种背景下,一种可以实现资源再生利用、减少废物排

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加快创建两型

放的新兴产业———静脉产业应运而生。 静脉产业是

社会的进程。

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
的,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
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
的再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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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才能真正实现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费、排放到废
物处置的所有环节都能够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
利用率,并相应地减少污染物的最终处置量,保障环
境安全,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跨越。

图 1摇 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

1. 2摇 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两型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

重要保障措施和实现手段。 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分
类收集废物,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回收其中有价
值的部分,对无使用价值的部分进行减量化、无害化
的最终处置,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依赖静脉产业完成
的,即静脉产业是实现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的经济主体,发展静脉产业是完善循环经济生
态链的有效手段。 静脉产业的发展以废物管理为主
线,对废物进行收集、运输、拆解、再利用、再生利用、
处理处置,有效地实现了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有利于
图 2摇 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架构

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是保障
环境安全的必要手段。
1. 3摇 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建设两型社会,要求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协调

发展。 在动脉产业方面实现产业环境化,通过生态
设计、清洁生产、新能源替代等措施,建设资源节约
型社会;在静脉产业方面实现环境产业化,在环境安
全的前提下,开展废物的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建设环
境友好型社会( 图 2) 。

由图 1 -2 可见,创建两型社会需要动脉产业和

图 3摇 静脉产业物质流动示意图

静脉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从物质流分析的角
度来看,作为第一个方面的动脉产业物质流动过程
为:作为原材料的自然资源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生态

2摇 发展静脉产业的效益分析

设计、清洁生产,制成产品后进入市场,由消费者购

静脉产业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实现废

买进入消费领域;第二个方面是静脉产业,其物质流

物资源化。 其产业形态主要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

动过程为:将生产和消费后的废物进行回收、分拣、

源和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两个过程,产业过程遵从

加工、再生,回收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转换为再生资
源或再生产品,重新进入生产或消费领域,最后对可
再生利用的资源进行收集,输送给生产者,达到减少

“ 减 量 化 ( Reduce) 、 再 利 用 ( Reuse) 、 资 源 化 ( Re鄄

source) 冶 三原则。 静脉产业可以有效地减少能源浪
费,并降低污染物排放,促进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

生产原料“ 输入流量冶 的目的;对没有价值的部分进

谐共生,同时静脉产业的发展也可取得明显的经济

行无害化、减量化的安全处置,达到减少污染物“ 输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

出流量冶 的目的( 图 3) 。 因此,只有正确发展静脉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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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摇 经济效益

的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 1. 23 亿吨,较 2007 年

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 发展静脉

达 4 147. 58 亿元,较 2007 年的 3 213. 69 亿元增长

两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建设

产业能够充分利用资源、改善区域环境,即以尽可能
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是
建设两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对企业来说,经济的发
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
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 静脉产
业不仅可以推进节能减排,达到资源节约的目的,还
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改变传统的环境保护末
端治理所产生的发展不经济问题。 静脉产业发展潜
力大,也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企业能够利用最少的资

的 1. 15 亿吨增长 6. 89% ;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值
29. 06% 。 2009 年 1 -5 月份,中国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442. 03 亿元,同
比增长 6. 05% 。 截至 2009 年 5 月底,中国废弃资
源和废旧材料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1 016 家。 可以

说,静脉产业提高了废物处置的经济效益,从产业发
展前景来看,静脉产业将成为 21 世纪拥有巨大潜力
的“ 朝阳产业冶 。

2. 2摇 环境效益

静脉产业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

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保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节

征,是环保和节能的必然选择。 发展静脉产业将极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加快创建两型社会。

大地减少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并可以有效削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现状,不难发现静脉产业

减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形成资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静脉产

静脉产业以专项废物循环利用法规为基础,在每个

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企业生产的原料为废物资

主导行业的动脉产业链上延伸一条相应的静脉产业

源。 发展静脉产业可以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实

链,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静脉产业的发展,使静脉

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

产业获得较大的利润发展空间。 与各专项废物循环

缓解随意丢弃废物对国土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的威

利用法规相对应,日本的静脉产业主要包括容器包

胁;第二,通常具有固定、规范的废物回收系统,以保

装循环利用产业、家电循环利用产业、建筑材料循环

障废物的正确收集和安全处置。 通过分类回收废

利用产业、食品废物循环利用产业、汽车循环利用产

物,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再生资源,从而建设资源节

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资源化设备制造、静脉物流和

约型社会;第三,静脉产业中物质流动路径为:废物

基础设施建设等。 此外,日本推动静脉产业发展的

-收集-分类加工-资源化-再生资源( 无法资源化的

另一股力量是建设生态园( eco-town) 。 生态园项目

废物进行最终安全处置) ,静脉产业通过分类回收

设不仅成为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且已

少废物的最终处理量,以促进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

成为城市的新经济增长点,受到各地方政府的积极

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从而推动环境友好型社

响应和 大 力 支 持。 以 北 九 州 生 态 园 为 例, 1998 -

会的建设。 第四,静脉产业的发展,受环保法规的影

间接经济效益为 561 亿日元,极大地促进了静脉产

断严格,特别是“ 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冶 的实施,强

始建于 1997 年,近 13 年的实践结果表明,生态园建

废物,结合动脉产业先进的技术更有效地控制和减

2003 年,园区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为 1 093 亿日元,

响较大。 随着环保法规的不断完善和环境标准的不

业的发展,各界的投资都得到了有效回报。

化了生产者对产品废弃后的环境管理责任,有助于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开始重视废物的再

利用和资源化,静脉产业也得到了不断发展。 在一
系列鼓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再

实现污染减排、保障环境安全的目的。
2. 3摇 社会效益

作为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问题,废物处理

生资源回收加工体系初步形成,有效促进了静脉产

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了公众的关注。 静脉产业将政

业的发展。 通过回收体系建设,各地再生资源回收

府、企业与市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开展废物的安

量、回收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回收额不断增

全处置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政府通过开展废物资

长,经济效益显著。 2008 年,中国再生资源回收总

源化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全社会对正确处置废物

量持续上升,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轮胎、废纸、废

及发展静脉产业的认识,正确引导和激励公众的积

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以及报废船舶八大类别

极参与,使全社会对静脉产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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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增加了全社会参与静脉产业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应认真总结发达国家在发展静脉产业方面的成
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加快制定促进静脉产业发展的

同时环境信息的公开,使公众充分利用自己的

政策和法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技术支

知情权,积极参与和监督静脉产业相关企业的各项

持力度,鼓励技术创新;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

活动,建立一种广泛的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自主环

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强政府绿色采购引导,提升

保、公众广泛参与的三元环境管理机制。

公众的价值取向朝着生态文明的方向转变,加快推

3摇 发展静脉产业的对策

动两型社会的建设。

为加快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促进静脉产业的健
康发展,首先,应组织开展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提
高全民对正确处置废物和发展静脉产业的认识,形
成全社会支持静脉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其次,应以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冶 为核心,完善相关的法规政
策,制定相应的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再次,应建立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通过完善园区各种基础
设施,促进废物再生利用和再资源化活动的顺利开
展;最后,发挥环保部门的职能,对废物循环利用的
全过程进行环境监督管理,对从事废物再利用的企
业实施年度环境监测及考核,控制废物处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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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Venous Industry in Two-or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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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wo-oriented Society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convert the extensive econ鄄

omy mode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ing venous industr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circular economy chain and promote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venous industry in constructing the Two - oriented Society, and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develope the venou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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