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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解讀《中國製造2025》：

加快建設生態文明

《中國製造2025》作為中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10年的行動綱領，明確提出

了「 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 」的基本方針，強

調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建設製造強國的重要著力點，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同時

把「綠色製造工程 」作為重點實施的五大工程之一，努力構建高效、清潔、低碳、

循環的綠色製造體系。

一、	綠色發展大勢所趨

綠色發展就是要發展環保型產業，降低能耗和

物耗，保護和修複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和

低碳技術，協調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綠色發

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綠色—發展的全面要求和轉型主線，

循環—提高資源效率的途徑，

低碳—能源戰略調整。

三者目標都是形成節約資源能源和保護生態環

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促進生

態文明建設。從內涵看，綠色發展更為寬泛，

涵蓋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的核心內容，循環發

展、低碳發展則是綠色發展的重要路徑和形式，

因此，可以用綠色發展來統一表述。

綠色發展的理念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

必然選擇。當今世界，各國都在積極追求環保、

智能、可持續的發展，綠色已經成為世界發展

的潮流和趨勢。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綠色

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概念紛紛出現，

並付諸實踐。綠色經濟或綠色發展的內涵並非

一成不變，但其核心目的是為了突破資源環境

承載力的制約，謀求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消耗

的和諧統一，實現發展與環境的雙贏。

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一直高度重視資源節約和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的基本國策。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

可持續發展戰略。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

指導下，黨中央相繼提出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

路，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

型、環保型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新的發展理

念和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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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強調，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

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

費模式。十七屆五中全會更明確要求樹立綠色、

低碳發展理念，發展環保經濟。「 十二五 」規劃

中，「 綠色發展 」獨立成篇，進一步彰顯中國推

進綠色發展的決心。十八大報告中首次單篇論

述了「 生態文明建設 」，把可持續發展提升到

綠色發展高度。全國黨代會報告第一次提出「推

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 」和「 建設

美麗中國 」，是執政理念的新發展。

2015年，中央又印發了《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

明建設的意見》，這是中國第一份以黨中央、國

務院名義，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專題部署的文

件，並對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關於

生態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進一步

細化和落實，明確了生態文明的總體要求、目

標願景、重點任務和建立完整制度體系的方向

性要求，是今後一個時期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

設的綱領性文件。該文件首次將「 綠色化 」作

為「 新五化 」（即「 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

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 」）之一，要求把

綠色發展轉化成為新的綜合國力，以及國際競

爭新優勢。

二、	綠色製造成為

	 建設生態文明必由之路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和諧共處、良性

互動、持續發展的一種文明形態，是工業文明

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旨在建設以資源環境

承載能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

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和環保型社會，形

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圍繞建設美

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

態文明制度，形成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以及

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這對中國工業發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

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另一方面，也要更

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切實轉變發展方式，形成

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

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

整體素質明顯改善，工業體系門類齊全、獨立

完整，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已成為名副其實的

工業大國。在500多種主要的工業品當中，有

220多種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但中國工業

發展依然沒有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

粗放模式，仍然是消耗資源能源和產生排放的

主要領域，資源能源的制約問題日益突出。

據初步核算，2014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達42.6

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消費量約佔全球一半。

原油進口3.1億噸，佔國內消費量的59%；鐵

礦石進口9.33億噸，佔國際貿易量的69%；天

然橡膠、銅、鎳、鋁土礦、鉛鋅等對外依存度

超過50%，有的高達85%。人均水資源量則只

有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

一左右。

■	2015年，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快推進生
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這是中國第一份以黨
中央、國務院名義，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
專題部署的文件，更專門召開發佈會進行
解讀，體現中國推行綠色環保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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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主要污染物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別佔全國的90%、70%，煙塵、粉塵

排放量則約佔85%以上；特別是對群眾危害嚴

重的非常規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重

金屬等，幾乎都來自工業領域。

與此同時，中國工業能效、水效與發達國家仍

有差距，其中鋼鐵行業國內平均能效水平，與

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落後6%至7%，建材落

後約10%，石化化工落後10%至20%；中國萬

美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為569立方米，遠高於

日本的88立方米、韓國的55立方米、英國的

89立方米。

改革開放數十年以來，中國的工業文明發展成

果豐碩，但是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是社會

發展的必然趨勢。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的

新階段，不僅是簡單意義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態

恢複，而是要克服傳統工業文明的弊端，探索

資源節約型、環保型的綠色發展道路。

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全面推行綠色製造，不斷

縮小與具備世界領先綠色製造能力的地區的差

距，加快趕超國際先進綠色發展水平。全面推

行綠色製造，加快構建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消

耗、少環境污染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實現

生產方式「 綠色化 」，既能有效緩解資源能源

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也可以促進綠色產業的

發展，增強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加快邁向產業鏈

中高端，實現綠色增長。

三、	建設製造強國要求
	 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工業是立國之本、是中國經濟的根基所在，也

是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的主戰場。工業要主

動適應新常態，把綠色低碳轉型、可持續發展

作為建設製造強國的重要著力點，大幅提高製

造業綠色化、低碳化水平，加快形成經濟社會

發展新的增長點。

全面推行綠色製造是參與國際競爭、提高競爭

力的必然選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為刺

激經濟振興，創造就會機會、解決環境問題，

聯合國環境署提出綠色經濟發展議題，在2009

年的20國集團會議上被各國廣泛採納。各國把

綠色經濟作為國家經濟的未來，以搶佔未來全

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加強戰略規劃和政策資

金支持，環保成為世界經濟重要趨勢。

歐盟實施綠色工業發展計劃，投資1,050億歐

元支持當地的「 綠色經濟 」；美國開始主動干

預產業發展方向，再次確認製造業是其經濟核

心，瞄準高端製造業、信息技術、低碳經濟，

利用技術優勢謀劃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一些

國家為了維持競爭優勢，不斷設置和提高綠色

壁壘。目前，全球化面臨新的挑戰，綠色標準

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又一利器。

中國製造業總體上處於產業鏈中低端，產品資

源和能源的消耗高，勞動力成本優勢不斷削弱，

加上當前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下行壓力

較大，在全球綠色經濟的變革中，要建設製造

強國，有效利用產品資源、能源和勞動力，迫

切需要加快製造業的環保發展，大力促進綠色

生產力，更快地增強綠色綜合國力，提升相應

的國際競爭力。

這就要求企業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產業

結構、生產方式，改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

高污染生產方式，建立投入低、消耗少、污染

輕、產出高、效益好的資源節約型、環保型工

業體系，這是強國製造的基本特徵和本質要求。

只有製造業實現了綠色發展，才能既為社會創

造「 金山銀山 」的物質財富，又保持自然環境

的「 青山綠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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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綠色」主題

《中國製造2025》中，「 綠色 」作為關鍵詞出現

了46次。全面推行綠色製造，必須聚焦「綠色 」

主題，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革新傳統設計、

製造技術和生產方式，全面實現「 綠色化 」，

加快構建起以「 綠色 」為特徵的製造體系。

加快實施傳統行業綠色改造升級

中國將全面推進造紙、印染、鋼鐵、有色、化

工、建材等傳統製造業綠色化改造，措施如下：

1. 加快研發新一代可循環流程工藝技術，大力

開發具備能源高效利用、污染減量化、廢棄

物資源化利用，以及無害化處理等功能的工

藝技術；

2. 採用高效電機、鍋爐等先進設備，應用高效

綠色生產工藝技術裝備，改造傳統製造流程，

加快實現重點行業綠色升級；

3. 廣泛應用環保清潔的高效鑄造、鍛壓、焊

接、表面處理、切削等加工工藝，實現綠色

生產；

4. 加強綠色產品研發應用，推廣輕量化、低功

耗、易回收等技術；

5. 持續提升電機、鍋爐、內燃機及電器等終端

用能產品的能效水平。

積極引領新興產業綠色發展

中國將努力在新興領域打造綠色產業鏈，增強

企業綠色的設計、生產、技術和管理，提高產

品環保的運行、回收、再生水平，鼓勵應用綠

色能源和包裝、實施和開展綠色營銷和貿易；

措施如下：

1. 加快發展綠色信息通信產業，大幅降低電子

信息產品生產、使用、運行的能耗，推廣無

鉛化生產工藝，發展綠色新型元器件，有效

控制鉛、汞、鎘等有毒有害的限用物質含量；

2. 建設綠色數據中心和綠色基站，應用節能、

節水、降碳效果突出的相關技術和設備，加

強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分佈式供能；

3. 加快推進信息通信技術應用，帶動建設智能

電網、智能建築、多網融合、智能物流等，

促進節能減碳；

4. 加快推進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裝備、生物

產業綠色低碳發展，推廣應用近淨成形（零

件成形後僅需少量加工或不再加工的技術）、

快速成型、表面工程等綠色節材技術，大力

研發高性能、輕量化環保材料和生物工藝及

製品。

高效循環利用資源

中國將大力支持企業加強技術創新和管理，增

強精益製造能力，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

措施如下：

1. 不斷提高綠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建設工業

園區和企業的分佈式綠色智能微電網，控制

和削減化石能源消費量；

2. 全面推行循環生產方式，促進企業、園區、

行業間鏈接共生、原料互供、資源共享；

3. 推進資源再生利用產業規範化、規模化發展，

強化技術裝備支撐，提高大宗工業固體廢棄

物、廢舊金屬、廢棄電子產品等綜合利用水

平；

4. 大力發展再製造產業，針對航空發動機、燃

氣輪機、盾構機、重型礦用載重車等大型成

套設備及關鍵零部件，實施高端再製造，利

用信息化技術，對傳統機電產品，以及通用

型複印機、打印機實施智能再製造，對老舊

和性能低下、故障頻發、技術落後的在役機

電裝備實施在役再製造；

5. 推進再製造產品認定，進一步規範再製造產

品生產，引導有關產品的消費，建立再製造

產品認定國際互認機制，促進相關產業持續

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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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構建綠色製造體系

中國將大力支持企業開發綠色產品，推行生態

設計，顯著提升產品節能、環保、低碳的水平，

引導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措施如下：

建設綠色工廠—在重點行業，推動建設千家

綠色示範工廠，實現廠房集約化、原料無害化、

生產潔淨化、廢物資源化、能源低碳化，探索

可複制推廣的工廠綠色化模式。

發展綠色園區—推進工業園區（集聚區）按

照生態設計理念、清潔生產要求、產業耦合鏈

接（互補程度高）方式，加強園區規劃設計、

產業佈局、建設基礎設施和運營管理，培育

100家示範意義強、具有鮮明特色的「 零 」排

放綠色工業園區。

打造綠色供應鏈—引導企業不斷完善採購標

準和制度，綜合考慮產品設計、採購、生產、

包裝、物流、銷售、服務、回收和再利用等多

個環節的節能環保因素，與上下游企業共同踐

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社會責任。

壯大綠色企業—支持企業實施綠色戰略、綠

色標準、綠色管理和綠色生產。

發展綠色金融—加強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的

銜接配合，引導資金流向節能環保技術的研發

和應用，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領域。

強化綠色監管—完善節能環保法規、標準體

系，加強節能環保監察。

創新行業管理方式—進一步轉變職能，推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開展綠色評價。

踐行綠色理念—大力加強綠色產品和服務的

供給能力，創造綠色需求、帶動綠色消費、引

領綠色時尚、弘揚綠色文化。

強化綠色科技支撐

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

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工

業是實施該戰略的主要領域，根據歐美發達國

家的經驗，以及中國發展的實踐，都表明工業

是研發投入的主要陣地，是創新最活躍、成果

最豐富的領域，可從根本上提升國家整體創新

水平。

中國工業既要保持中高速增長、支撐國民經濟

合理增速，又要實現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綠色

化、應對資源能源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只有

堅持以創新作為工業發展全局的關鍵，進一步

強化工程科技的支撐地位，才能夠實現品質更

優、效率更高、消耗更少、污染更小、排放更

低的環保發展。

預計鋼鐵、建材、造紙等行業資源能源消耗和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在未來幾年將出現拐點，

進入發展的平台期。這正是實施結構調整、推

進轉型升級的難得歷史機遇，不能再依靠簡單

的數量增加和規模擴張，而是要大力研創綠色

技術，推動生產能力更新和綠色化。

未來工業發展的重要方向是綠色化、智能化，

而其關鍵在於有關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推廣應用。

回顧工業發展歷史，也正是一部科學技術進步

的歷史。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

社會生產力，決定著工業發展的水平和品質，

科技亦是生產力發展最直接的動力。

中國工業要將推行綠色製造作為一項系統工程，

進一步加強有關工程科技的支撐作用，創新綠

色科技，加快研發並應用先進、經濟可行的實

用技術，積極組織實施能夠統籌節能、降耗、

減排、治污的集成化、系統化綠色解決方案。

本文轉載自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網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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