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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效率的角度 深入认识 循环经济
诸大建朱远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到了需要深化的阶段。本文运用生态效率的概念揭示循环经济的
减物质化本质，通过对生态效率的情景分析，提出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Ｋ（ｃ模式），最后结
合上海的有关实践．提出循环经济的具体实施维度。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效率；脱钩发展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循环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中国最

段，它不同于以前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和末端

高决策层的直接关注。江泽民在２００２年的全球环

治理模式；（３）从可持续生产的角度出发，对企业内

境基金成员国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只有走以最有效

部、企业之间和社会整体三个层面的循环进行整合；

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

（４）从新型工业化的角度审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

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的重要讲话。在２００４年的中

认为循环经济是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赢的发展模式。

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明确指出：

２．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误区

“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

以上共识已成为当前指导循环经济实践的重要

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

杠杆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循环经济理论还

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当前，在党和政府把发展循

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环型社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

方面。

新的高度上推进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从生

（１）仅仅从物质回收和利用角度阐述循环经

态效率和减物质化的角度．指出当前循环经济理论

济，把循环经济的“３Ｒ”归结为资源化（Ｒｅｃｙｃｌｅ），结果

和实践的不足，结合脱钩理论阐述我国发展循环经

忽视了循环经济在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上的源头预

济的模式选择。

防和全过程控制意义；（２）仅仅从企业间的物质闭路

一、对循环经济的现有认识以及不足

循环角度去理解循环经济，结果忽视了循环经济需

循环经济理念１９９０年代在国际上形成、１９９８

要在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等三个层面展开，而且

年引入我国并广为流行。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进

建设区域性的循环经济体系显得更为重要；（３）仅仅

程作一个回顾和小结，可帮助我们为下一阶段深化

从生产环节的物质闭路循环角度去了解循环经济，

认识和发展循环经济奠定基础。

结果没有把重要的消费过程以及物质流通的其他环

１．循环经济的四个已有认识

节纳入循环经济的视野；（４）仅仅注意工业物品等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就循环经济的以下四个方

技术性还原系统，结果大大忽视了开发和利用自然

面达成共识：（１）确立了３Ｒ即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ｉｎｇ）、再

界本身具有的生态性还原能力；（５）仅仅强调发展循

利用（Ｒｅｕｓｉｎｇ）、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为循环经济的操作

环经济需要规划、法律等传统管制性手段的保障，结

原则；（２）把循环经济视为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第三阶

果忽视了经济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激励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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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６）仅仅从传统的环境质量指标或修正的经济

相关的指标是：单位废水的ＧＤＰ（废水排放生产

增长指标去衡量循环经济的评价标准．结果疏漏了

力）、单位废气的ＧＤＰ（废气排放生产力）和单位固

对前述基于生物物理或物质消耗的各种减物质化指

废的ＧＤＰ（固废排放生产力）。通过这些指标可具体

标的深入；（７）仅仅强调要建设循环经济的各种工程

计算出我国的资源效率，由表１可见，我国的资源生

和项目．却缺少对这些工程和项目的成本一收益分

产率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明显。

析，结果导致所谓的循环经济本身既不是经济的、也

２．生态效率的情景分析

不是环保的。

多年来，我国一直关注着分子ＧＤＰ的增长，而

二、生态效率：对循环经济的再认识

忽视分母中环境负荷的相应增长，换言之，我国一直

回顾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进程可以发现，我们

关注如何让ＧＤＰ变重，而没有同时关注如何使环境

不能停留在为循环经济而搞循环经济的层次，亟需

负荷变轻。理想状态下的生态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

深入挖掘循环经济的本质，并把它视为一种重要的

双增双减来实现（增加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减少资

发展战略。本文引入生态效率概念来深入认识循环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但同时应该清楚，式（１）中的分

经济的本质。

子与分母存在四种不同的关系组合（图１）。

１．生态效率的内涵与指标

由图１可见，当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小于经济

循环经济关注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

增长的速度时，二者分离的情景才会出现，基于这样

而是生态效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的提高。生态效率是

的一种判断标准，我们对二者可能存在的四种不同

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即ＧＤＰ总量）和资源环境

组合关系逐一展开分析。

消耗的实物量比值，如公式（１），它表示经济增长与
环境压力的分离关系（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是一

（１）情景ａ：经济和环境压力同步增长，即传统
的经济增长模式；

生态效率（资源生产率）＝｛弱器毳蓄群勰（１）

国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根据式（１）可得，生态效率的指标和资源生产率
（或资源效率）的指标以及环境生产率（环境效率）的
指标密切相关。由此进一步得出与资源生产率相关
的指标：单位能耗的ＧＤＰ（能源生产力）、单位土地
的ＧＤＰ（土地生产力）、单位水耗的ＧＤＰ（水生产力）
和单位物耗的ＧＤＰ（物质生产力）；而与环境生产率
表１

图１

不同国家的资源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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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情景ｂ：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出现了不同步

革命性的改革计划得到解决。就中国而言，如果到

的增长趋势。环境压力相对低的增长，这种情景虽然

２０２０年在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有

相对情景ａ而言要好，二者开始出现相对脱钩（ｒｅｌａ．

明显的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

ｄｅ—ｌｉｎｋｉｎｇ）的情景，发展中的经济主要表现为

率就必须提高８。１０倍。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

ｔｉｖｅｌｙ

这种状况：

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推行这个方案的模式难度很

（３）情景ｃ：经济仍在增长，而环境压力呈零增

大。

长趋势，二者开始出现绝对脱钩（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ｄｅ—ｌｉｎｋ．

２．Ｃ模式：适宜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ｉｎｇ）的情景，发达经济需要达到这种状况；

既然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发展Ａ模式，也不能

（４）情景ｄ：经济仍在增长，而环境压力出现拐
点并呈下降趋势，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立即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Ｂ模式，那么，是否存在
一种“中间路线”的模式适合我国？为此，笔者提出适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现状属于情景ａ，
而循环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绝对脱钩的情景。

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称Ｃ（Ｃｈｉｎａ）模
式。

由此可见．我国的循环经济模式仍需要经历很长的
一段发展历程。

Ｃ模式也称１．５～２倍数发展战略，因为只有保
证我国ＧＤＰ的持续快速增长．才能解决我国社会经

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选择

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所以该模式将给予我国的

１．增物质化发展和减物质化发展模式

ＧＤＰ增长一个２０年左右的缓冲阶段．并希望经过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可

２０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的减

选择的路径：增物质化战略和减物质化战略（图２）。

物质化阶段。
我们认为，通过发展减物质化的经济，并把建设
循环经济型社会的目标纳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框架之中，到２ｌ世纪的前期（例如２０２０年左右）
实现以较小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特别是各类固
体废弃物）以达到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可能的。
为此，笔者认为需要通过三个阶段来发展循环经济
（图３）。
（１１当前以高加工业以及消费增长为主的发展

图２从增物质化到减物质化的两种选择

阶段。此阶段的目标是争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
笔者把前者定义为Ａ模式，也是当前绝大多数

总体增长速度能远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亚洲发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和以往中国经济发

展银行研究人员提出的环境相对于经济的弹性系数

展存在类似的规律。遵循传统的发展模式：ＧＤＰ的

应小于１的情景ｂ．特别是要使废弃物的产生量或

增长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ＧＤＰ的增长伴随污

排放量从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化。

染排放总量的增加：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
模式。所需的资源投入与污染排放将随经济增长同
步增加。如果我国继续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
染产生水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是
现在的４～５倍。显然，这种模式属于危险的发展道
路，意味着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环境退化。
相应的，笔者把后者定义为Ｂ模式，也就是当
前发达国家所沿用的发展模式，它属于绿色的发展
图３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阶段设计

道路，这种发展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通过一系列
一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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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也可以通过如下的模型加以具体描述

于稳定的阶段（大约在２０２０年以后）。在该阶段，一

（表２）。

方面通过产业转型，实现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型第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三产业为主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争取在实现

区域和行业存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所以针对不同

经济增长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保持在一个

行业领域和不同区域应该制定不同的目标（表３）。

相对稳定的水平。即实现某些资源消耗和固体废弃

具体而言，东部在生态效率倍数增长上可能更高一

物的零增长，届时技术的生态效率必须是现在的３

些，而中部和西部强调发展的同时，其倍数目标可能

倍，即单位ＧＤＰ减少６０％～７０％的物质消耗和污

要低一点，东部发达地区应该留出空间给发展中的

染排放（即情景ｃ）。

中西部。此外，即使是同一地区也要因地制宜制定不

（３１未来所谓“无重量”的经济成为主流、实现循

同的目标，比如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和郊区，其发展目

环型生产和循环型消费的较高发展阶段。该阶段在

标也应该有所不同。

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争取资源消耗和污

四、我国全面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基本

染排放相对于２１世纪初有稳定减少。实现倍数４

维度

的生态经济效率（即情景ｄ），达到可与发达国家相比

１．循环经济的全面展开

较的水平。

当前对循环经济认识的误区，也反映出对循环

表２中国减物质化适宜模型（Ｃ模型：倍数１．５－２战略）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５０年

ＧＤＰ总量（万亿美元）

４（２０００年的４倍１

１６（２０００年的１６倍）

人口（亿人）

１５（２０００年的１．２倍１

１４

人均ＧＤＰ（美元）

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年的４倍１

城市化率

一…’

５５％

８０％（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人类发展指数

０．８

０．９

能源消费总量（亿吨），其中：

２９（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３０（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７０％（平均每年减少１％）

５０％（平均每年减少ｌ％）

资源环境管理指标

经济

、．．

社会

…．

矿物燃料

能源

再生能源
能源生产率（ＧＤＰ／吨能源）
材料

不可再生原料

２０００年

。肌湖一姗恻Ｍ蚴％
一

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增加１００％（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２０００年的２倍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水生产率（ＧＤＰ／每立方米）
建设用地（住宅和交通）

６

８０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２倍１

．４６４（２０００年的１．１倍１

一一伽一一

３７美元（世界平均水平）

＋０％（相当于２０００年）

＋Ｏ％（相当于２０００年）
＋０％ｆ相当于２０００年）
９３．３美元（英国１９９１年水平）

每年增加３％～４％（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２倍）

农业用地

转向生态型农业（基本农田１６亿亩）

林业用地

转向自然型林业（增加生态用地）

土地

００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６倍１

３０％（平均每年增加１．Ｏ％一１．５％）

材料生产率（ＧＤＰ／吨材料）

人均用水量（立方米）

１２

土地生产率（ＧＤＰ／单位土地）
二氧化碳

排放

８．８ｌ亿吨碳

１２亿吨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倍）

二氧化硫

１ ６２０万吨容量４

０００万吨（２０００年的２．５倍）

氮氧化物

１ ８８０万吨容量

３

５００万吨（２０００年的１．８倍）

农用杀虫剂

减少５０％（２０００年的一半）

环境生产率（ＧＤＰ／污染排放）
一９一

＋０％（相当于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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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中国减物质化的区域差别

经济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够。从现在起的十几年，循环

环）。以此为逻辑起点，本文结合上海发展循环经济

经济要全面推开，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人

的目标，提出实施经济活动的减物质化运动的三个

手，特别加强具有经济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维度。

（１）把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新的发展观的

ｆ１１从产业结构中挖掘减物质化的宏观潜力

重要特点就是确立减物质化的发展战略，对照西方

首先。由于以劳务或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发

先进的“四倍数（Ｆａｃｔｏｒ ４）”理论，判断我国的“脱钩”

展，是有利于减物质化的，因此，上海在产业结构发

现象是否形成．如果没有脱钩就意味着循环经济还

展中需要持续不断地提升无重量的第三产业的比

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率。

例。美国今天的ＧＤＰ比５０年前增加了５倍，但

（２）深化产品生命周期经济，从可持续生产与消

ＧＤＰ的物质重量没有增加多少，其中的主要原因就

费的层面进行整合。当前的小循环和中循环仅仅涉

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增加。因而，我们也需要使上海第

及生产领域，大循环也只是涉及处理领域。对照联合

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一些，特别是不能低于上海

国提出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联合原则可知，我国尚

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对于那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第

未把百姓的消费、生活方式和生产联合形成，急需把

三产业，它们既是减物质化的高增值产业，又是世界

现在以末端治理为特征的环保产业群转化为以自然

级城市的支柱性产业．上海无论花多大的力气去予

修复为特征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产业群或具有逆向

以推进都不为过。其次，上海的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

意义的第四产业群。

时间仍然需要强烈地依赖于第二产业，但我们在关

（３）从城市、区域、国家等不同的空间规模发展

注降低工业进入上海的“商务成本”的同时，也要充

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示范工作，

分考虑降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物质消耗成本”。在

这种示范对整体不起任何作用，必须立足城市、区域

上海发展的工业．既需要比周边地区有更高的经济

和国家三个层面，把循环经济整合起来。

效益，也需要比周边地区有更少的物质消耗。其三，

（４）从技术变革延伸到社会变革，深化循环经济

要发展具有逆向意义的第四产业群。一是要发展能

的支持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从技术角度提

把各种技术性废弃物还原为再生性资源的静脉产

供支撑，更需要从管理的角度提供制度安排和政策

业，例如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中水回用、废热回用等；

支持．以便决策者、企业家、消费者可以内生性地将

二是要通过再自然化的生态手段修复各种被人类活

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产业提升、企业产品开发、生活

动大大干扰了的城市自然空间，例如对水系、湿地、

模式更新的实践之中。

林地以及各类城市废弃地的生态修复等等。这包括

２．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维度：以上海为例

重视上海城市农业的自然资本生产能力和上海城市

一般而言．循环经济发展形式有三种不同的规

生态的自然资本再生能力，前者可以提高上海大都

模：一是企业内的物质闭路循环（所谓小循环），二是

市的资源供给能力，后者可以提高上海大都市的环

企业之间的物质闭路循环（所谓的中循环），三是包

境消纳能力。如果说正向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努

括生产和消费整个过程的物质闭路循环（所谓大循

力是具有“节流”意义的减物质化。那么逆向的物质
一Ｊ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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