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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的话 

 

 

 

    随着首届中国绿色公司年会的顺利闭幕，2008 年度标杆企业评审项目即将正式启

动。自本月起，道农研究院将正式推出电子版的《绿色公司报告》，每月 1 期，旨在向

包括“中国绿色公司联盟”倡议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界提供有关环境商业、社会责任和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最新事实和观点，揭示前瞻性趋势，提供操作性案例。《报告》将

涉及政策制定、企业动态、投融资信息和专题培训等内容。在本期创刊号中，我们撷取

了 4月 22 日参与绿色公司年会的众多嘉宾的精彩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绿色公司之绿，既有自然、生态含义，更有社会、人文之意。在突如其来、伤亡惨

重的汶川大地震面前，中国企业界和全国人民心连心、手牵手，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认可。事实上，这次地震将对中国社会在人性回归、制度建设和

外部形象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直接地推动了企业公益意识的提高、社会责任的践

行。 

在此，我们谨以《绿色公司报告》的创办，对不幸罹难的同胞致以哀悼，并通过切

实推动企业环境和社会的战略转型，给生活仍将继续的民众以慰藉。 

 

 
 

                                                       道农研究院（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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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年会是国内首个跨行业、国际化、专业性的关注环境与

商业战略融合的年度论坛。论坛致力于全面评估企业的环境、社会表现；

传播中国商界创建绿色公司的“最佳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全球责任；促

进中国企业的竞争战略转型；搭建中外企业领袖关于绿色竞争力国际化交

流平台；提供企业界与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的跨界别合作通道。 

首届年会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成功举办，由此开创了全新

的环境商业的年度论坛品牌。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施瓦布先生、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和美

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先生等人士特别给本届年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年会揭晓了首届中国绿色公司标杆企业，全面探讨与分享绿色竞争力的思

想与策略；同时举行了由柳传志、王石等一批领袖企业家参与拍摄的“中

国绿色公司系列公益广告片”的首发式。（该广告片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出

资，华谊兄弟传媒制作完成） 

 

 

（牛根生、刘东华、王中军共同启动公益广告片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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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主题：绿色竞争力：趋势与行动 
 

在这个经济繁荣与危机隐现的年代，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不是企业可以置身事外的外部性问题。

绿色，对于企业来讲，仍不失为生命本色，是本世纪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涵。 
    全球变暖正成为本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 重大问题之一。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关者”，中国

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付出努力和行动。消费者的绿色选择、

政府的环境管制、NGO 和传媒的强烈关注，这些因素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冲击着企业既有

的内外部价值链。 
    首届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从中国与世界的协调、企业与社会的和谐、短期成本与长远收益的平

衡等三个层面，全面研讨中国企业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战略，分享首批绿色公司“ 佳实践”的案

例得失。把握全球大趋势，锻造绿色竞争力，本届年会将汇聚中国绿色力量，见证企业绿色转型！ 
    
年会价值： 
 
1、 对标行业领导者——通过了解行业领导者的战略构想和 佳实践，确立本企业的位置，以便及

时采取行动比肩领导者行列；  
2、 明了行动路线图——通过与同行业及政府、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与交流，企业代表将

能获得关于本企业需要做什么，何时开始着手的实施思路； 
3、 理清企业绿色战略——了解和认知行业环境问题的实质，有效有力的传播策略，促进本公司改

进对自身环境政策与行动的传播效果，提升绿色品牌价值。 
 
 

主办方致辞 

刘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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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社长、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执行主席  
请大家记住这个日

子，中国绿色公司首届

年会，以后每年的地球

日，都将是中国绿色公

司年会举办的日子，今

天大家很了不起，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开端。 
绿色公司首先指的是自然的绿，企业和自然

的关系，环保、节能减排等等。第二层绿是企业

的社会生态绿，内部、员工、客户、社区、政府

等企业的社会生态也需要绿色。第三种是企业价

值观、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绿。我

们看企业是从外向内看，但企业外在的绿是从核

心价值观找出的。 
我们为什么做绿色公司？自从 300 年前工

业革命推动人类商业文明开始，人类的梦想就通

过商业力量插上了巨大翅膀，但是这个翅膀太有

力量了、太巨大了、太沉重了，因此代价也越来

越高了。绿色公司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

免让人类的心灵成为翅膀的俘虏、让环境成为经

济发展的牺牲品，让幸福成为贪婪的牺牲品。我

们想寻求和建立的是 21 世纪的中国乃至全世界

的新的企业价值观，真正的绿色公司带来的不仅

仅是自然的绿，而且是人文的绿，更重要的是灵

魂的绿、价值观的绿。 



        

                                                                                               

 
吴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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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我想今天大家聚在这

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祝

贺一些绿色公司被选出 
来，他们应该得到认可和

倡导。第二是想分享大家 
的实践和经验，第三是为 
了相互激励，使我们共同 

 
 
 

 
探讨，在分享经验与成功的基础之上，探索如何 
采取更深刻的改革的一些步伐，使中国真正走向

低碳经济。 
四年前气候组织在伦敦诞生，当时使命是为

了激励和加速企业和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领

导力。气候组织发起低碳同行的项目，希望携手

政府机构、企业界以及各行各业有心愿意领先的

领导者，共同探索一下培育一下中国的低碳产品

和服务产品的发育，共同推进中国走向低碳经济

的未来。 
 
 

 
 
 
 

主旨演讲 

 

 
 
 
 

吴建民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国

际展览局主席 
我认为今天的活动

非常好——首届中国绿

色公司年会。主题也非

常好——绿色竞争力：

趋势与行动。我年轻的

时候曾经给老一辈领导

人做过翻译。周总理说

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发展是有个过程的，可能成

为大的趋势，但 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我认为

现在提出要抓趋势至关重要。因为确实出现了大

趋势，如果我们企业家看不到这些趋势，那将来

会吃苦的。 
有些什么趋势？我想第一个大趋势就是当

今世界有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包括中国在

内）。这些国家人口加在一起可能有 33 亿，占全

球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了

不起的趋势，这个趋势正在发展，我看将会改变

二十一世纪世界的面貌。 
第二个大趋势就是气候变化。从去年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上，大家都已经感到这是大趋势。

工业革命几百年，燃烧了大量的石油燃料，现在

大气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

化碳。这种变化迫使人类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

式，再像过去一样无节制的燃烧化石燃料，我想

不行。 
我认为气候变化是 能把世界联合起来的

问题。所以两大趋势下，我认为正在出现能源革

命。能源革命动力是什么？ 
  第一高油价。高油价迫使人们要想能不能寻

找可再生能源。第二是气候变化，他们说地球上

一共有 3 万亿桶石油，还有 2 万亿桶。气候变化 
的原料你敢烧么？这两大动力推动我们正在开

始一场能源革命，就是人们要寻找清洁能源，就

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不产生或者少产生温

室气体的能源，我认为人类正在这方面展开竞

赛。 
已经有很多公司投资（新能源）了，我认为 



        

                                                                                               

 
这是非常有远见的行动。这个大趋势，能源革命，

走也要走不走也要走，不走的话可能会碰的头破

血流。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

如果看到这样的趋势，积极行动、采取很多行动，

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贡献。我认为今天中国

人要拯救，我们都在地球上，如果一大批崛起的

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环境是不可能

承受的。 
作为 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大力开发清

洁能源，包括汽车，我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面临

很大的机遇。中国汽车工业如果早点转向看到这

个前景，中国的城市建设看到这样的前景，大量

利用太阳能，我相信人的智慧，通过科学研究是

能找到出路的，我们应当参加到这样一个绿色行

动过程中，要高举拯救地球的旗帜，我们的企业

不仅要造福中国的子孙万代，也要造福世界人民

的子孙万代。 
 

 
吕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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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

副主任、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会副主席 
  为了让全世界联合

起来保护气候，联合国

有两个很重要的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发展

中国家也承担义务，但承担的义务不太一样。 
现在发达国家第二阶段的谈判已经开始了，

在去年联合国在巴黎、印尼召开了缔约方会议，

为这个谈判规定了时间表。其中，发达国家需要

定量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行动。发展中国

家的承诺则是要采取减排行动，是希望得到发达

国家资金、技术援助方面来做。 
如果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15次气候变化

的地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会议，能就这两项进行

非常重要的谈判——发达国家在 2012 年之后 
 

 
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减排任务，以及发达国

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如果谈成，我们可以预见未

来构建一个全球都采取大量的行动保护气候的

一种趋势。这是很重要的趋势，希望大家注意到。

这对我们企业家来讲要看到这一点，未来的经济

竞争很可能就是低碳的竞争，如果谁能超前做出

部署就能在未来经济竞争力赢得先机。不管未来

国际制度是什么样，低碳经济是必然的趋势。 
  几点对企业提的建议：首先关注国家在气候

方面的政策。国家正在研究国家气候变化方面的

总体战略，这两年动作会很多，我们国家在研究

实验行动，包括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

设。我觉得在低碳经济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未

来应对气候、保护气候方面有什么行动，要做超

前的部署。 
  另外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现在做的大量应

用，减少排放的技术，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跟踪

国际制度、国内政策的发展，因为很多行动是受

到国际制度的制约的，需要紧密的跟踪来赢得发

展。而且参与里面的竞争，让你们的利益在制度

里得到体现也是很重要的环节。 
再有是对可能制定的制度做超前部署。现在

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对中国的企业来讲。现在

CDM 在中国蓬勃发展，现在我们看到有一点稍

微遗憾，这方面大量特别先进的技术应用还不太

够，这是希望加强的。 
技术转让，希望发达国家切切实实履行这样

的政治承诺，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转让技术，

尤其是那些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如果这个制度建

立起来，发达国家能做到的话，我希望中国企业

家能做到应用和接受转让的行动和准备，这样能

够更好的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 
 
 
 
 
 
 
 
 
 



        

                                                                                               

 
Linda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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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保

局长 
加利福尼亚州是通

过我们标志性的环保法

来应对全球变暖以及气

候变化的。施瓦辛格州

长也说过，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降低温室气体

的排放，而且我们就绿色建筑计划也做出了标志

性的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而

且我们还通过了绿色化工计划。可以说加州在美

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拥有 全面的计划来降低气

候变化。 
我们有一个气候应对工作行动小组，这个小

组有不同的部门代表，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不

仅仅要改善环境，同时也希望能给商界带来一些

益处。 
在加州，绿色已经成为我们新的目标。我们

非常希望能采用更多的绿色的能源，要求 20%
的能源应该是来自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同时

也非常鼓励公用事业、个人采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还希望能源效率能够提升。我们对建筑

物以及电器采用了节能的标准，这项标准使我们

节省了大概 560 亿美元，而且由于这些节能可以

减少 24 个电厂的发电量。 
我们鼓励企业投资绿色技术。大概有 45%

清洁技术项目的风险投资商来自加州，也就是说

美国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商都是在加州，他们提

供了大约 50 亿美元发展清洁技术。 
在节能方面我们投入了 400 万美元，每年约

有 100 万美元，事实上在电能就可以节省 100
万美元。此外，我们还采用了节水的技术，回收

的技术、材料，智能照明等等。事实上根据美国

环保局评定，加州建筑物的绿色标准是 高的。

我们在加州保护我们的环境，也支持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相信像你们这样的卓越领导者也可以做

同样的事情。 
 
 

 

 
周其仁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 
排放、污染环境，在

经济学上是很简单的，就

是一个人的行为的收益

归他自己，成本由别人分

担。我自己为例，我今天

坐汽车到这里来的，坐汽

车很舒适，可以准时到

达，但有很多成本是别人在负担，车排放的尾气

是我付给出租车里没有包含在内的。这种行为，

如果收益归一个主体，代价让别人分担，在经济

上可以做一个推论，这个行为会放大，对这种享

受的需求会增加，会不受成本的约束。一个人、

两个人没有关系，烧一吨煤、一辆汽车业没关系，

多了加在一起就不得了。 
  看全球经济预测，关于金砖四国的预言是，

2035 年中国变成全球 大经济体，那时候谁

大谁的压力就 大。所以这件事情上，是不能含

糊的，但是这个问题懂得它的性质和解决它是完

全两件事情，是非常难解决的。从经济学角度看

有两个难点。 
  第一，排放怎么变成成本？非常难，因为变

成成本就有一个价，污染怎么定价啊？我们知道

有人买才有价。谁对污染出价，不出价有没有货

币较大，就不进入成本。所以当我们坐车的时候，

很多成本就交给全人类承担了。第二个更困难，

很多家庭、很多公司付不出这样的代价，现在的

钱投不起。如果农民不砍树就不能把坡地种粮，

你说这个会破坏环境，对的。但你要停止他砍树，

怎么解决他吃饭的问题。如果没有援助的机制，

是没有办法突破环境破坏的螺旋的，这两点都是

环境问题的困难所在。 
中国的问题比世界一般国家的问题困难还

大一点，因为我们是急速的工业化过程，是大量

碳排放，有朋友跟我说美国工业革命，用到的钢

铁是 100 亿吨，中国是多少呢？30 亿吨，我们

人口比美国多得多，我观察中国的钢用量要比美

国多，中国马路中间有很多铁栏杆，这些需求不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399320/nc.shtml


        

                                                                                               

 
满足是不行的，所以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城镇 
化有很大的碳排放。 

第二，中国的定价机制还在转型之中，我们

不但污染排放定价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提上日

程，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定价也都偏低。

香港车都跑到广东加油。为什么便宜，因为我们

的家庭、我们的公司能承受的力量就这么大，你

要贸然把成本提高，政府会觉得社会受不了，所

以宁愿财政补贴两大石油公司而不提高价格。 
第三点困难就是我们长期贫穷，穷人经济

学，第一个原则就是顾今天 重要，顾不了明天，

所以中国人富起来的时候观念不能马上改过来。

很多人可以顾明天，但理念还是让他顾眼前。中

国面对碳排放压力很大，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阶段经济机制还有社会普遍的理念。 
所以什么是解决方案呢？就需要有一些英

雄、人、公司、地方，要往前走一步，要带一个

头。我们要不要走绿色的战略？要不要参加到全

球低碳行为当中去？在这个意义上，首届中国绿

色公司年会我认为意义重大。当然，要提醒走在

前面的公司，这条路不短，而且非常长，所以我

劝你们不要走太快，以后走太快没有长劲， 好

是每个时期都比我们的社会水平高一点，坚持下

去。争取做，会有很多好处，做出来才会有人相

信。持之以恒，加上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变、价格

机制的改革，这样配合起来，可能是中国的走低

碳经济的途径。在这个途径当中，领先者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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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海明威写的小说是

这样开篇的——乞力马

扎罗是一座常年积积雪

的山，据说是非洲 高

的山。我 2002 年 2 月 8
日登上了乞力马扎罗

 
的高峰，发现一路上没有看到雪，我证明它不是

 

长期

迅速变暖，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必须采取行动。

是 0.4
吨，

排放

色只是 24%，更多的 76%，

需要

企业绿皮书上，提出 39 个改变

世界

总之，我们把低碳经济看成是新世纪的到 

积雪的雪山，相当长时间是看不到雪的。” 
我们今天谈论地球变暖问题，作为登山爱好

者我回答是，确实感觉地球在变暖。无论是人的

原因还是地球自然演变过程的原因，气候都是在

 
万科是住宅开发商，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建筑

行业非常大量地浪费能源。必须改变传统施工方

法，按照工业发达国家住宅产业化的方法进行完

成。中国的人力优势也是问题，中国大量廉价劳

动力，由于劳动力便宜就不能用先进的生产方

法。因为大量的设备投入、技术投入成本多，这

是不能推进的主要原因。传统施工方法和产业化

施工方法对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比如装修垃

圾，每户要产生两吨，用工业体系产生的

差不多减少垃圾的排放是 80%的。 
我们假设，到 2012 年，万科全部实现住宅

产业化。万科是 2007 年第一次投放，在上海 1500
套，预计今年是 6000 套，估计达到 1 万套，预

计 5 年之后完全进行住宅产业化的生产方法。我

们不仅是这样做，也希望在行业上带动其他行业

这样做，预计 5 年后万科占有份额是 3.5%，我

们希望带动行业到 6.5%，也就是 5年以后有 10%
的建筑是产业化的方法生产的。这意味着，我们

节约的能源相当于 48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相当于 20 万户水的用量，当然还有一个与低碳

密切相关的，就是节约木材 2 千公顷森林。 
从住宅生命周期来讲，能源消耗只占总消耗

的 24%，76%来源于住宅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之后

在 30、40 年产生的能源消耗，所以我们的发电

厂提供的电能更多是住户消耗当中来产生，只有

24%是由发展商、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承担。

对水泥厂，钢铁厂，我们都说如果你不是用减排

的技术，没有绿色认证，我们就不用。但是即使

这样做，我们扮演的角

社会共同努力。 
万科的第二步，就是进行绿色小区的推广，

我们在 2007 年的

的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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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低碳看成企业的竞争力，万科是这样做的。

做起来确实很难，但不像想象中那么难。正因为

很难，你先做了，你走在前面就可以成为旗帜，

成为新的竞

 

争力，如果大家都在做你再做你就很

动了。 

巴斯

一次公司首次任命气候保护专员，统筹对温室 

，这样的

报告

源效率提高 25%，这是一

个非

们在中国推动

企业社会责任的非常好的案例。 

气体有关议题。 
  巴斯夫致力于研发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应，

包括气候保护创新的产品。巴斯夫在能源效率、

气候保护、节约资源和再生原材料，这几方面投

入的研发经费占总公司研发资金的 1/3被

得到第三方的审计以及认同。 
到 2020 年，巴斯夫目标是进一步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每一吨产品排出的温室气体总量，

希望能在 2002 年的基础上减少 25%，此外巴斯

夫还首次为提高能源效率，设定了定量的目标，

目标也是到 2020 年能

 
 

关志华  
夫大中华区董事长 
巴斯夫是全球第一

家发布生产营运过程中

全面碳平衡结果的公

司，碳平衡结果的报告

不仅计算巴斯夫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

排放，而且计算我们原

材料，我们产品在废气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此外巴斯夫还研究我们用我们的产品 终的产

品，怎么样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在研究

90 种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而且巴斯夫可能是

常重大的目标。 
我们还在化工行业内推动责任关怀行动，包

括不同的准则，不仅对安全、健康环保，我们会

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我们在中国积极带动其

他行业，在不同企业范围带动供应链的其他服务

行业、我们的供应商以及客户，共同把企业社会

责任做好。我们目前已经有 50 家企业推动这个

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被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

会以及全球契约组织认同，作为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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