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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提起绿色供应链，许多人感
到陌生。这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
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
效率的现代管理模式，涉及供应
商、生产厂、销售商和用户多个
主体。近年来，众多制造业企业
通过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电器之都”广东顺德，
绿色供应链的推广始于2016年的
全国环保督察。当时，一些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供应商工厂被要求
关停，家电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

因此遭受损失。企业管理者们这
时纷纷意识到：供应链上的每一
家企业在环保问题上都休戚与
共，整个供应链就是一个绿色共
同体。近两年来，海信科龙等龙
头家电企业开始采纳绿色供应链
管理模式，推动企业上下游供应
商在节能减排、低碳环保之路上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海信科龙的有关负责人表
示，生产线和供应链的绿色改造
实际上会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
长点。

联想 （北京） 有限公司为持
续保持行业领先，特别关注供应
链的可持续发展，它们以合规为

基础、生态设计为支点、全生命
周期管理为方法论，探索并实行

“摇篮到摇篮”的实践，实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据报道，联想通过“绿色生
产+供应商管理+绿色物流+绿色
回收+绿色包装”等五个维度和
一个“绿色信息披露 （展示） 平
台”来打造公司绿色供应链体
系，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
益。2005年以来，联想从全球客
户手中回收了约 9 万吨废弃产
品，自身运营和生产产生的废弃
产品回收达到了 6 万吨。今年，
中国出海品牌50强排行榜，联想
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二。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要探索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新要求的核心思想是要坚持绿色
发展，而实施绿色制造是促进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

通俗地讲，绿色制造，就是采用绿色
技术，尽可能减少原料和能源的消耗、减
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从而降低制造业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和应对
气候变化。

近年来，国家主管部门大力推动产业
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培育绿色制造产业，
推动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除了政府的努力
之外，中国制造企业以“生产、管理、产
品”为主题，在绿色低碳减排领域走出了
属于自己的道路，并成为国外同行业争相
学习的典范。

世界需要绿色制造，而中国更需要绿
色制造。在如今的中国制造行业中，由传
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化的趋
势已经非常明显，整个行业都处在整体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
国已建成 800 家绿色工厂、79 家绿色园
区、40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并鼓
励企业开发 726 种绿色产品。中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2016-2017 年两年累计节能约
3 亿吨标准煤，企业节约能源成本超过
3000 亿元，减排二氧化碳约 7.8 亿吨，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中国制造
业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制造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近年来，尽管中国在绿色制造方面取
得了巨大进展，生态环境质量也持续好
转，但距离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
的需求仍存在差距。笔者建议今后主管部
门和相关单位个人，依据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进一步
转变思想观念，加大低碳创新力度，切实
推广落实绿色制造体系，开创中国制造业
绿色转型升级由点到面的新局面。

同时，政府应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强
化标准制定和实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加强技术和信息交流，降低企业绿色化改
造成本，规范和培育绿色制造服务行业，
提升先进示范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
企业获得实在的效益，从而激发出企业绿
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中
关村绿色发展智
库专家、中关村
绿色碳汇研究院
执行院长）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唐代诗人王勃笔下的美景也出现在
了亳州。日前，笔者在亳州北部新城的
陵西湖公园看到，新建成的 50多个小岛
上，不仅景色如画，还吸引了很多野鸭
来这里栖息，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画面。

很难想象，如诗如画的千年古城亳
州，竟然是一座有数千家药企的城市。

据了解，亳州在鼓励发展中医药产
业的同时，加强药业企业环保宣传，鼓励
采用现代技术和先进设备，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采取环保设施达标奖励措施，引导
全市各药业企业全部完成了环保改造，走
出一条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相互促进、富有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作为亳州市本土发展起来的药业企
业的代表，安徽济人医药集团不断加大
环保投入，2018 年先后投入近 500 万元
升级改造环保设施，确保污水、废气达
标排放，打造“绿色”药企。

普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济人医药
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
加工中药饮片，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污
水和废气，企业于 2008年就建设了一座
污水处理站，为了满足生产规模扩大的
需求，企业于去年 9 月又对污水处理站

进行了升级改造。
“在原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基础上进行

了升级改造，增添了斜板、压泥机、以
及换热装置等，这样冬季污水处理的效
果会更好。”该集团生产保障中心主任李
成义介绍。经过升级改造，污水处理站
处理污水的能力得到提高，处理后的污
水更加干净，实现达标排放。

同样，位于亳州经济开发区的康美
药业在生产中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据
介绍，康美药业建有 BLM-F200 型脉冲
布袋除尘器 7 套，TUOER-40A 型滤网
式除尘机组，180 吨/日污水处理系统 1
套，除尘系统 21 套，垃圾站 1 个，厂区
绿化投入1000多万元。

目前，亳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全部按照环保要求进行改造提升，实现
了达标验收，做到环保优先与经济发展
互相促进。

在生态文明建设“风生水起”的同
时，亳州经济发展也交出了靓丽“成绩
单”，初步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
展的“齐飞”。2018年，在安徽省统计局
公布的 23项主要经济指标中，亳州增速
居全省前八位的有21项，前三位的有13
项，第一位的有7项。

绿色制造 来袭
刘 畅 张佳欣

当今中国正掀起一股绿色发展浪潮，其中制造业将进一步改变传统制

造模式，加快绿色转型升级步伐，推行绿色制造技术和生产绿色产品。以

绿色制造为核心的绿色革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蔓延开来。

⒈绿色让发展可持续

制造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资料显示，
造成全球环境污染70%以上的排放物来自
制造业，其每年约产生 62 亿吨废弃物。
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近些年来一直致
力于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绿色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资源消
耗和环境影响的现代制造模式。”重庆大
学刘飞教授认为，绿色制造的目标是使
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使用到报废
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产生最
小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地提升资源利
用率和综合效益，同时，使企业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得到协调优化。

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
段。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曹华军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传统的制造技
术以效率驱动，而绿色制造则以公平驱
动：一方面，绿色制造也是“下一代制
造”，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住资源、环境和
生态，实现代际公平；另一方面，绿色
制造可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公平。

只有向绿色制造转型，企业才能不
被时代所淘汰，才有机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绿色制造将推动中国实现从工业文
明到生态文明的跨越。相关部门明确提
出，要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
文明的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绿色制造体系的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
园区和绿色供应链。2018年 11月，第三
批绿色制造名单出炉，包括绿色工厂391
家、绿色设计产品 480 种、绿色园区 34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21 家。对
于这些带有“绿色制造”标签的企业，
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具体的奖励政策。
工业大省河南对国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绿
色示范园区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奖励。

与此同时，一大批不合格、不达标
的工厂被关停或被要求整改。仅 2017 年
一年，中央环保督察的问责人数就超过
万人。

如今，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和环保
督察力度的加大，绿色已经成为企业发
展的主色调。过去只出现在少数优质企
业中的绿色制造，正在转变为每个企业
参与市场竞争的准入门槛。今年3月，工
信部发布了关于推荐第四批绿色制造名
单的通知，又有一批绿色工厂、绿色设
计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
范企业将要上榜。

⒉多地推进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高投入、
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不仅污染和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制约着
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把“绿色制
造”摆在突出位置，将绿色发展作为建
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明确提出将

“绿色制造工程”作为重点实施的五大工
程之一。

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并支持企业开
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工厂，建设绿色
工业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
企业，强化绿色监管和开展绿色评价。

浙江湖州有湖光山色好风光，也有
绿色发展的好产业。2018年，《市级绿色
园区评价与管理规范》 在湖州正式发布
实施，成为全国首个绿色园区地方标
准。《规范》 以清晰的指标、科学的评
分，对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情况进行星
级评价和分级管理：达到相应环保等级
的园区，将被授予一星到五星绿色园区
称号；星级越高，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
越大。

根据 《规范》 要求，工业园区要想
摘得绿色桂冠，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要使
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技术、工艺和装备，
园区内的污染物也必须达标排放，最大
限度地减少企业入园后集中生产的环境
负荷。同时，绿色星级的授予也并非一
劳永逸，湖州市每 3 年组织一次复审，
对不符合标准的绿色园区进行除名。

在东北的一汽丰田长春丰越公司污
水处理厂，只见这里没有成堆的污物，
也没有漫天的臭气。在污水终端处理的
监控池旁，几十条锦鲤徜徉其中。

丰越公司是第三批国家级绿色工
厂。据报道，企业每天处理的污水量在
1000 吨左右，其中约 1/3 会进行中水回
用，用于绿化和冲厕，其余部分排到市
政管网。近年来，公司不断以节能环保
为目标提升设备、工艺和技术，先后实
施了涂装热能回收利用改造、采暖空调
控制系统改造、中水回用等 94项节能减
排改造项目，累计投入 2012万元。在以
丰越公司为代表的绿色工厂中，用地集
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
低碳化等绿色制造的原则理念已经体现
在工厂的每个角落。

向绿色发展要动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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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据百度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

上图：扬州环保科技产业园
右图：安徽亳州古城街景

湖州市长兴县河长虹星桥镇港口村东港内，河长在打捞
水面漂浮物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