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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haze has appeared in many major cities of China. In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of
haz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analyzed how the haze could influenc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six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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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雾霾天气在全国范围内许多主要城市出现，受到了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对雾霾和环

保产业进行了阐述，分析了雾霾天气和环保产业间的相关关系，分别从六个方面总结了雾霾天气对我国环保产
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雾霾；环保产业；影响

1. 雾霾概述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出现的大范围霾日天气增加，
能见度降低的现象使得雾霾这个气象学术语为人们
所熟知[1]。在气象学上，雾和霾是 2 个气象概念，2
种天气现象[2]。雾是近地面层空气中的水汽经凝华或

定空气范围，使空气中的能见度降低，空气质量下降，
大气浑浊。若空间中的某目标水平能见度在 104 m 范
围内，由这种混合颗粒形成的溶胶系统称为霾或灰霾
[4]

。雾和霾都是漂浮在大气中的粒子，使能见度恶化，

从而形成灾害性天气。

凝结而成的，即悬浮于近地面空气里的大量微小冰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雾霾天气

或水滴所构成的气溶胶系统。在气象学中的雾定义则

有不断增加的趋势[5]。雾霾不仅可以导致空气质量下

是，大量的微小水滴在空中呈浮游状，一般呈乳白色

降[6]，能见度降低[7]，引起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变化[8]，

且水平能见度不超过 1 km[3]。霾主要由空气中的有机

影响到地气系统的辐射收支状况，进而对地球的气候

碳氢化合物、硫酸盐、硝酸盐及灰尘等颗粒浮漂在一

效应产生影响[9]，而且严重危害人体身心健康[10]，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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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农业、交通业等各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显

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较低[15]，

著影响[11]。因此，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治理污染、消

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环保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组织

除雾霾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迫在眉睫。在有关政

和结构不尽合理，管理分散等。

策的推动下，环保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与挑战。

2. 环保产业概述
2.1. 环保产业
环保产业是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环境保护事业蓬
勃发展应运而生的一项新兴产业[12]。在定义上有狭义
和广义两种。一种定义是相对于“末端治理”而言的，
是指为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治理等提供设备和
服务的行业；另一种是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而言
的，即包括能够在测量、防治、限制及克服环境破坏
方面生产与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还包括能够
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最小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
和产品[13]。因此，一切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生产经营
活动，均可以称为环保产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功能，可将环保产业分为自然
资源开发与保护型、清洁生产型、污染源控制型和污

3. 雾霾天气对环保产业的影响
雾霾天气作为大气污染的直接反映，具有严重的
危害性，因此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环保产业首当
其冲。雾霾天气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环保产业规
模发展，环保产业技术进步，完善环保市场机制，合
理环保产业结构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积极的促进作用。

3.1. 雾霾天气将促进环保产业相关政策法
规建设
环保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其发展对相关制度的依
赖，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制度与环境保
护政策的基本原则及具体的实施情况。发达国家的经
验证明，严厉的环境保护法规和积极的污染治理措施
是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一国环保产业的发达
程度与该国环境制度及法规的严格程度成正相关关

染治理型环保产业四类，涵盖了发展为包括环保产

系[16]。系我国颁布了 6 项环境法律，30 多项行政法规，

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服务、环境友好产品、

90 多项部门规章，400 多项环境标准，近千项地方法

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由

规，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17]。但是我国相关法律政

于环保产业是一个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与其他

策仍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力度不够、规定存在空白点、

经济部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新兴产业，被

法规手段不配套等等。连日来持续的雾霾笼罩着包括

称为继“知识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

北京在内的超过 13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而这些
地区正是中国人口集中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地区，造成

2.2.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各方面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对人体健康暴露产生了严

我国环保产业已具较大规模。据测算，到 2012

重的影响。这再一次给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利

年底，全国环保产业从业单位约 3.8 万家，其中环保

用方式敲响了警钟，也形成了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治

企业约有 2 万家，从业人员近 300 万人，产业收入总

理大气污染的共识。

额达 13,000 亿元；环保投资从“七五”期间的 476.42

我国要解决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也需要以此次

亿元增长到“十一五”期间 13750.12 亿元，占 GDP

雾霾事件为契机，完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以及增加

的比重由 0.74% 增长至 1.6%；投资效率不断提高，

人员和资金投入，形成一套有利于不断改善空气质量

由 80%增长至 95%；投资结构日益优化，环保投资效

的法规和管理体系。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是 2000

益逐步增强。
“十二五”期间环保投资约为 3.1 万亿元，

年最后修订，复合型大气污染必将推动《大气污染防

将拉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 1.05 万亿元。这

治法》和地方相关性法律的修订，采取污染总量控制、

将为“十二五”的环保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14]。

环境质量管理并重；建立源头预防性、全过程控制型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仍有很大提升

和全社会参与型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强化政

空间，环保投资的效用仍需进一步挖掘。

府的责任；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

我国环保产业虽然发展迅速，却也存在着不少问
2

2013 年 4 月 8 日，南京已经对《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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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开启了新一轮的修订程序。其次，各地制定和

次，由于雾霾天气的成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城市化和

执行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绿色化

法律的进步必将为企业的污染提供一个更加公

改造技术、汽车尾气净化技术、脱硫脱硝技术等与空

平和严格的环境。这种环境下，各个企业明确自己的

气污染直接相关的环境技术研发必须进一步提上日

环保责任，加快企业的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大环境

程。因此，雾霾天气将间接推动清洁生产型环保产业、

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也正在快速的进

污染源控制型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型环保产业的技

行。这些过程必将极大地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术发展，从研究、开发和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

3.2. 雾霾天气将促进我国环保产业规模发展

术和设备、减少生产过程的三废排放量、提高资源和
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减少产品中有害物含量，企业内

在环保产业投资主体中，公共部门在融资、环保

部的各种污染处理工艺、各种排放集中处理、综合利

意识与社会责任方面能比个人部门更好地推动环保

用和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治理三个方面促进环保产业

[18]

，虽然政府独大的投资模式有一定风险，

产业发展

雾霾必将引起政府加大环保投入。据统计，“十二五”
期间，仅在脱硫脱硝等重点领域环保投资就约为 1.2

的发展。

3.4. 雾霾天气将促进完善环保产业市场机制

万亿元，拉动的环保产业产值约为 1.32 万亿元，环保

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由于我国环境破坏越来越

设施的运行费用 3415 亿元。举例来说，全国电力行

严重，我国的环保产品需求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市场。

业烟气脱硫投资就要在 500~600 亿元；仅长三角、珠

由于治理成本过高，排污企业以自身利益出发，没有

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烟气脱硝投资就有 500 亿元，运行

积极的进行污染治理，导致了我国实际的环保产品需

成本 200~300 亿元。另外，钢铁行业，水泥行业等脱

求很少。首先，由于雾霾天气的影响，排污企业的环

硫脱硝投资也在 100 亿元以上。近期突发性的雾霾天

保责任处于风头浪尖，因此企业必须引进保产品和环

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升级

保设施，这就为环保产业打开了市场。另外，雾霾引

产业结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十二五”期间

起的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环保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大势所趋。

产业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8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

而低能耗、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因

考虑环保问题，77%的美国公众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

契合了“十二五”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方向，

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60%的英国消费者愿意支付

将吸引更多投资，具备更广阔的投资前景。特别是西

更高的价格购买绿色产品。我国环保产业起步较晚，

部环保产业发展缓慢的地区，雾霾天气大范围出现将

但是雾霾引起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促使环保产品的

促进当地环保产业的发展。

需求加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3.3. 雾霾天气的防治将间接促进我国环保产业
技术进步
技术是环保产业的生命所在。技术的研究开发、

从市场供给角度分析。环保产业作为我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注定其准入门槛高，大部分都
由政府或事业单位投资经营。再加之环保技术要求
高，因此高技术高水平的环保产业很少，导致供需不

技术含量的高低、新技术的引用、技术的不断进步等，

平衡。然而环境意识的提高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动

都是增强环保产业的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

力。由于雾霾天气影响大，民众关注度高，将是我国

[19]

。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环保

环保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排污企业作为污染源

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低，科研开发能力较弱，科研投入

被强制治理，环保企业和政府这种供求关系将导致环

少，高新技术环保产品少，需要引进环保技术和产品。

保产业市场渐渐形成，因此市场会更加完善。

和基础

雾霾天气是一种复合型空气污染，危害严重且难
以预报。为了防治雾霾天气，政府应当加大环保科研

3.5. 雾霾天气促进环保产业结构改革

投入，这将有效促进环保产业的技术进步。首先要加

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环保产业涉及的范围较

快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和空气质量治理设备的研发。其

广，不仅包括从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到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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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甚至还包括环保服务、生态保护及废物利

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雾霾等灾害天气。第五，树立

用等等。而我国环保产业能侧重环保产品的出售与工

科学的理念和长远的投资眼光，提高投资效率，优化

业三废的回收利用，其它方面涉及的很少。另外，我

投资结构，推动环保产业发展。调整环保行业内部资

国环保产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不多，差异不大，几乎都

源分配，不断降低治理三废投入，增加环保服务业等

是同类型的产品，功能大同小异。由于技术限制，产

方面的支出，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

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脱节现象，治污效果不明显。雾

推动环保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效率的全面提升。

霾天气的大范围出现不仅将促进环保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还会促进环保技术，环保服务等行业的迅猛发

4. 结论
雾霾等灾害天气与我国政治经济利益、社会发展

展。
从环保产业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极

和文化价值观紧密相关。在环保产业迅猛发展的今

不均衡。东部地区凭借其良好的经济实力、投资能力、

天，如何应对雾霾灾害天气是环保产业面临的一个重

外贸优势，环保产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且紧跟甚至引领

要主题。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下人民的环境意识是

世界环保领域的先进水平，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

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健全的环境法规和正确的国家

薄弱、资源和要素限制等，环保产业的发展滞后且速

政策是环保产业的的直接保障其发展的推动力。雾霾

度较慢，基本停留在环保设备制造业领域的发展。数

带来的人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促使法律和政策进步对

据显示，东部环保产业产值占全国产值的 60%以上，

于中国环保产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助推器。雾霾天

主要集中在津、京、沪、苏、浙、鲁、粤等省市，而

气能间接促使我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

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

促进环保产业规模扩大、技术进步、市场机制的完善

七省区环保产业总产值还不及江苏省的三分之一。由

和产业结构改革。然而严重的雾霾灾害天气给我国环

于雾霾天气主要分布在全国东、西部 30 多个主要城

保产业带来的不仅是契机，也是挑战。雾霾天气也使

市，雾霾天气将促进西部环保产业薄弱地区的发展，

我国环保产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改革的内在要

使得我国环保产业自东向西不断扩散发展。

求。

3.6. 雾霾天气给环保产业带来的挑战
我国环保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雾霾天气带给我国环保产业带来机
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第一，在污染日益严重，雾霾等灾害天气频发的
今天，环保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一些技术落后、产业
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的环保企业若不进行改革，有
可能会被淘汰或取代。这将促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
品，而巨额的开发费用必将体现在环保产品与服务的
价格上[20]。第二，环保企业要牢牢把握市场动向，认
清雾霾等灾害天气带来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只有这
样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环保产业市场秩序。第三，由于
环保产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高风险、高度专业化
的特点，并且投资环保企业条件苛刻，程序繁密，导
致社会资本很难进入环保市场。如何最大限度的将资
本引进环保产业，将是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第
四，环保企业要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到现在的全过程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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