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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的显著特点又使它成为一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

本文探讨了环保产业的性质及特点，并运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环保产业的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结论表明，中国环保产业呈现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市场集中度与产品差

异化程度低，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弱，导致环保产业资源配置与产业利润率效率偏低，技术进步

缓慢。针对中国环保产业组织现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最后分析了对环保产业实行政府规

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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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业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被誉为 21世纪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

朝阳产业之一。中国的环保产业是伴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从单一除尘的环境保护工业开始，发展到今天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的多样化格

局，环保产业总体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品种比较齐全，产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结构逐步调

整，产业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可以满足目前一般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目前，中国环保产业

总体年均增长速度约达 25％，2006年环保产业总产值近 5000 亿元人民币，占GDP 的比

重达 3%，

1逐步接近发达国家 5%左右的比例。总体上，中国环保产业已形成门类齐全、领域广

泛、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提出，今后中国将会继续加大污染

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规模，环保需求的增长和环保投资规模的增加为环境保护相关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环保产业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一、环保产业的性质与特征

环保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有效利用资源、

满足人民的环境需求，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的产业”。它不仅包括

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产品与技术服务的狭义内涵，还包括涉及

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洁净技术与洁净产品、节能技术、生态设计及与环境相关的服务等。
2该定义基本涵盖了目前所有的环境保护活动，可以视为截至目前覆盖面比较完整、产业类

别列示比较详细的环保产业定义。

1.1.1.

1.

环保产业的性质

环保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最显著的性质在于它的逆生产性。一般的工农业与消费服务



业的基本运行方向是向地球、向大自然索取各式各样的物质资料以供人类消费，在索取的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环保产业的运行方向却完全相逆，它

是向地球、向大自然进行补偿，力图把被人类生产、消费活动破坏了的生态环境重新恢复过

来，并极力加以保护。这里可以借鉴日本企业家常盘文克提出的“反生产”概念来理解。按照

他的观点，“生产”的对立面是“反生产”，消费为生产的延续，其本质上是一个内涵和外延的

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反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在消费之后，

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处置，以至破坏了生态环境，进而危害到了人类自身 。

而环保产业正是通过向人类提供环保产品与服务来逐步弥补我们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这一

“反生产”过程是环保产业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2.2.2.

2.

环保产业的特征

环保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环保产业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环保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公共产品、准公

共产品还是公共服务，一般不是为特定的对象、特定的群体服务，它所涵盖的服务对象则是

社会公众，从而对它的消费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公共消费，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社会公共

服务，或者都可以无偿消费这种公共产品。

第二，环保产业的关联度高。由于环保产业对经济系统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的发展还

带动了它所渗透的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带动了与环保产业有供求关系的产业部门的发展，

并通过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有力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首先，它带动了前向和后向相关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这种带动效应不仅链条长、

范围广、关联度大，而且还能够带动了前向和后向产业质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一项利用

投入——产出表对美国环境产业的带动作用的研究表明：环保产业对 15个部门的带动效应

相当明显，所产生的总的增长效果约为环保产业总值的 100%~150%。3其次，环保产业还

带动了经济系统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环保产业以满足环境需求和采用环境安全技

术为特征，它包括涉及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洁净技术与产品使用过程中节能技术与工艺及绿色

设计等，这些生产过程都对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而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创新，将带动整

个经济系统的技术升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第三，环保产业是一个法规和政策引导型产业。环保产业对政策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它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政策与制度推动，即环保产业与其它产业相比，其突出特点就在于它

是一个法规和政策引导型产业。正因为环保产业的这一突出特征，因此，除了加快环境体系

的完善、强化环境执法力度、严格执法管理以外，还应制定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

和法规。

第四，环保产业是一个技术驱动型的综合性产业。环保产业是集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

型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在环保产业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能够不断为环保

市场创造出新的供给与需求，促进环保市场的不断扩大。同时，技术领先的企业降低了生产

成本，提高了效率，进而能够提高了环保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因此，发展环保产业，必须紧

紧依靠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投入，增强技术开发能力，为环保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中国环保产业组织分析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范畴和公

共政策的联系便进一步规范了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

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市场结构又取决于特定情况下市场供求的基本环境，

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1.1.1.

1.

环保产业市场结构

（1）中国环保市场呈现出垄断与竞争的格局

环保产业市场可以把其简单地划分为自然垄断型环保产业与市场竞争型环保产业。前者

主要是指环保服务业，如垃圾处理、城市节水、城市环保设施等，后者主要是指环保产品制

造业。目前中国环保企业规模分散且低下，市场集中度偏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2004年

中国的专业环保单位就有 5389个，但是没有一家企业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一家企

业能对整个产业的市场结构形成重大影响。而美国、日本的环保企业数都不到 1000个，市

场集中、规模效应都显著。另一方面，中国环保产品制造企业数量多但以中小企业为主，乡

镇企业又占了很大比重。2004年中国环保产业固定资产小于 1500万元的小规模经济单位

有 7954个，占环保企事业单位总数的 68.4％；固定资产大于 5000万元的大规模经济单位

有 1770个，仅占环保企事业总数的 15.3％4。而大型环保企业只占全国环保企业总数的 2.8
％（其中约 65%为兼营），中国最大的环保企业年销售额只有 3亿元，而进入世界 500强

的美国惠民公司，2000年的营业额就超过 130亿美元。5

（2）环保产业行业进入壁垒低而退出壁垒高6

进入壁垒越低，进入越容易，进入的企业也就越多，产生垄断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从理

论上讲，环保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它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也就是说，环保产业的进入壁

垒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由于中国过去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一直以来对环境污染治理

要求不是很高，在环保产业发展初期，由于环保产品生产不需要较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和工艺 ，

国家对产品的质量也没有同样的政策限制和监督制度。另一方面，由于低水平的环保技术容

易模仿，在利润驱使下，一些环保企业纷纷进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规模经济和必要资本

量并没有对环保企业的进入产生阻碍作用。

从退出壁垒来看，行业的退出障碍主要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以分为四类 ：

第一，沉没资产（资产Ⅰ）；第二，经过有成本的调整，可以适应新产品生产的资产（资产

Ⅱ）；第三，不需要调整就能适应新产品生产的资产（资产Ⅲ）；第四，有广泛适应性的资

产，产品改变不会使额外的成本产生（资产Ⅳ）。如果企业的资产Ⅰ和资产Ⅱ占有绝大比例 ，

退出障碍就较强。7由于环保产业所需要的固定资产专用性很高，使得这些环保企业在退出

时资产难以转让或变现，形成了大量的沉淀成本，无疑影响了企业的退出。另一方面，目前

由于大部分中小环保企业的工人知识水平较低，技能比较单一，即使能够重新就业也要支付

较高的转换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的退出。

（3）环保产品差异性偏低

环保产品和其它产品一样面临着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尤其是环保产品和服务不仅要求符

合千差万别的消费者偏好，而且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条件差异较大，要解决的环境问

题也有很大差别，客观上要求环保产品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和适宜性。但是，中国环保产业侧

重于产品的生产，而环保技术开发、环保咨询、环境服务、环保工程承包等方面则比较薄弱 。

然而就环保产品而言，又偏重于环保机械产品开发与生产以及“三废”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

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差别程度不大。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显示，2004年环保产

品收入 3129.3亿元，占环保产业总收入的 68.4%。8而环保产品又以水污染治理设备和空气

污染治理设备为主，两类产品的销售产值之和占环保产品销售总值的 69%。9另外，中国环

保产品的开发、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往往相互脱节，使得环保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配

套化水平低，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2.2.2.

2.

环保产业市场行为



（1）环保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

在总体上，中国环保产品品种比较齐全，已具有一定的生产配套能力，可基本满足目前

一般环境污染治理的需要。但是，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弱，高效、高可靠性的精品

少，关键设备和核心产品的技术水平及可靠性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少产品仍

要依靠进口。目前中国主要的环保机械产品只有 4%达到国际水平，3000多种环保产品中

有 1/5的产品由于可靠性、适应性、产品结构设计上的欠缺而有待淘汰，有 2/5的产品需要

改进，国内环保产品技术含量最高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 20世纪 80年

代的水平。10环保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标准化水平不高，产品档次较低。在这种状况下，

本应该加大对环保产品的研究开发，进行产品创新，然而就从事环保产业技术开发的人数与

用于产品开发的经费两项指标来看，从事产品技术开发的研究人员不足行业职工总数的

0.5%，用于产品开发的经费不到产品销售收入的 0.6%。11从而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创新。

（2）环保企业的技术开发及创新行为

中国环保产业技术开发力量主要分布在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国内部分高校设置了环境

保护、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如北京大学的大气环境专业、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与吉林大学的环境工程专业等。但是，这些专业的研究导向与环保企业生产常常不能有效衔

接，高校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运用于企业。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领导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是行业中极少数特大型和大型企业，这

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和一般在 60%~80%，由于具有规模效益，这些企业可以形成自己强

大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但是，在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特大型环保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环保企

业的科研与技术力量薄弱，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技术开发创新体系建设进展迟缓，科技成果

转化率不高，从而导致行业综合技术水平仍较低。

自然垄断型环保产业技术进步缓慢，普遍缺乏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与动

力。而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环境技术研发停留在学习、消化先

进工艺技术阶段，重复、模仿是主要的研发方式，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技术层次也较

低，关键技术创新、高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创新较少，缺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集成，缺乏原创性的技术开发。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存量、原有技

术等方面的限制，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严重不足。中国环保产业中只有 20%的企业具有一定

的科研开发能力，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较少。122004年，全国环保企业仅投入约 11亿元用

于技术和产品开发，占当年利润的 2.79%，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0.24%。13

（3）环保企业的广告与定价行为

环保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因此环保企业应当重视产品的定价

策略和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的运用。

经济学理论认为，广告的最初目的是把需求曲线向右移，这种右移使得销售者在任何价

格水平上都能销售更多的产品。事实上，中国环境需求的多样性要求环保产品能体现一定的

差异性，这就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广告来突出环保产品的特殊性和技术创新性以实现销售目

的。但是，中国环保企业目前往往过度重视环保产品生产量的扩张，对产品的推广介绍工作

不够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没能很好地打开市场需求，产品销售不畅。同时，环保企业在制定

产品价格时经常脱离实际的市场需求，采用低价竞争、薄利多销等竞争手段。这种做法，固

然在短期内能实现环保企业的销售目的，获得较大的短期利润，但是从长期来讲，并不利于

环保企业利润的积累和企业规模的扩张。

（4）环保企业的不正当行为



自然垄断型环保产业由于缺乏潜在竞争的危险和压力，倾向于采用排外的、掠夺的或高

压的手段销售其质量较为低劣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为了维护其既有的超额利润，会采取“寻
租”行为，以达到维持或提高价格、限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而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中

的环保企业，通常在采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加大广告费用等正当措施外，面对市场

的过度竞争，还会采取给予消费者高额回扣、行贿、甚至采取欺诈手段，同行业、同类产品

之间存在恶性竞争，从而扰乱了市场。

3.3.3.

3.

环保产业的市场绩效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环保产业市场一方面是垄断经营、竞争不足，另一方面是进入过

多，过度竞争，这种“二元结构”必然导致环保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利润率偏低，技

术进步缓慢。

（1）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应是社会总效用或社会总剩余最大。中国环保产业目前的资源配置

不是很合理，低水平产品重复生产、生产资源浪费的现象较为严重。从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

劳动生产率指标来看，如按 2003年中国第二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37988元/人标准计算，

2004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 5084.82亿元，占当年 GDP的 3.2%，2004年相应GDP比 2003
年增加 11113.1亿元14，理论上可以提供约 2925万个就业机会，但事实上目前环保产业职

工不到 200万人（见表 1）。这充分反映了部分环保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象。此外，环保产

业极不合理的企业规模分布结构也是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种表现。

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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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环保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状况公报》，《中国环保产业》，2006年

第 5期，第 5页。

（2）产业（企业）利润率

虽然中国环保产业年收入额呈逐年递增趋势（见图 1），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产

业平均利润率却逐年下降。1993年为 13.13%，1997年、2000年分别为 12.65%、9.86%，

而 2004年下降为 8.62％15，由图 2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下降趋势。平均利润率下降主要

是由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所致。不仅如此，目前中国环保产品平均利润在各个领域的分布极

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资源综合利用与洁净产品生产上，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利润较低（见表

1），环保技术与产品研发服务、环境监测服务以及环保咨询服务等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和利润空间。2004年环保技术与产品研发服务、监测服务与咨询服务分别只占到服务总

产值的 4.9%、6.4%、6.8%。16总体上，环保企业利润率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和步骤

得以提高。

项 目 合计 环保产品 资源综合利用 环保服务 洁净产品

从业人数（万人） 159.5 16.8 95.9 17.0 23.3

年收入总额（亿元） 4572.1 341.9 2787.4 264.1 1178.7

年利润总额（亿元） 393.9 37.0 223.4 26.2 107.3

相关产品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4437.9 358 2866.2 － 1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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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产业组织的技术效率

产业组织的技术效率也称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反映产业经济规模和规模效益的实现程

度。就产业的总体规模来看，中国环保产业的规模效益较差，无法体现环保产业高新技术的

高效率性。从环保企业的内部效率来看，目前普遍未能实 X效率，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高

投入低产出、高产出高成本的非 X效率现象。

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言，中国环保企业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而且尚未形成以企业

为主体的技术研究、开发及创新体系，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当前环保产业的

高速成长阶段，产业组织状况尚未合理化，使得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较为低

下，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环保技术的革新进程，促进企业管理机制、技术创新体制等改革，以

提高环保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而提高环保产业的市场运行绩效。

三、公共利益理论视角的环保产业政府规制

1.1.1.

1.

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

政府规制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而干预经济主

体活动的行为。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

利水平。17



以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政府规制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政府规制是对市场

失灵的回应。该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矫正“市场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自

然垄断、公共产品的提供、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分配不公平的普遍存在，政府应从公共利益

出发，针对不同的失灵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即政府规制不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 ，

而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18。

2.2.2.

2.

环保产业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1）环保产业的市场失效要求对其进行政府规制

首先，环保市场体系不能有效地提供环保物品。简言之，环保产业是为保护环境而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环保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公共服务，

一般不是为特定的对象、特定的群体服务，它所涵盖的服务对象则是社会公众，从而对它的

消费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公共消费，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社会公共服务，或者都可以无偿

消费这种公共产品。由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通常导致其供给也不足，这样势必会造成

环保产品或服务供给的短缺。

其次，市场体系不能有效地解决环保产业的正外部效应问题。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 ，

行为人采取行动时就缺乏基于外部利益的动机。按照竞争市场理论，个人和厂商只是以边际

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生产水平，忽视了外溢给其他人的边际收益；对于整个社会来

说，其结果是资源配置失当。环保产业是一种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因此，需要政府采取规制

措施以保证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最后，市场体系不能有效地解决环保产业（这里主要指环保服务业，如城市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企业等）的自然垄断问题。当自然垄断产业为了达到其垄断目的时，往往就会限制

生产，抬高价格，使产品价格高于私人边际成本，资源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城市污

水处理、垃圾处理企业等就是比较典型的自然垄断部门，环保服务一旦由单个企业或少数几

家企业独立提供的话，就具有了垄断效应。为了避免垄断的负效应，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

制，以此来制约和规范环保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价格行为。

（2）环保产业市场欠缺要求政府对其进行规制

市场欠缺是指在市场运行机制短缺或扭曲，不能正常运作条件下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或

其他不良结果。特别是中国环保产业中存在产权模糊、行业垄断、价格扭曲，再则中国环保

产业只有最近二十多年发展，环保产品与环保服务的购买力较弱，市场需求不足，市场欠缺

问题比其他产业更为严重。因此，在市场机制欠缺的条件下，政府既是环保市场秩序的规范

者和维护者，又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推动者。

（3）从环保产业的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现阶段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不仅规模小、产值低，而且产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 ，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为了避免中国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

模式，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中国环保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求在末端控制、清

洁生产、绿色产品、环境服务方面全面发展中国的环保产业。同时，环保产业的法规和政策

引导型产业属性，决定了环保产业对政策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进而决定了环保产业政府规制

的必要性。

（4）环保产业的投入产出特点也决定了规制的必要性

环保产业的投入产出有其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征：从投入来看，环保产业项目的初

始投资往往规模较大，而且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高，资本回收期较长，其资本实物形态



的专用性亦很强；从产出方面看，产品的同质性很强，竞争比较激烈。从这些特征看，经济

活动实体若想进入环保产业，需要付出较高的进入成本，这就使得一般性的经济实体客观上

难以进入19；反过来说，一旦某个经济实体已经进入了环保产业领域，由于资产专用性与技

术退出的障碍，退出壁垒也较高。为避免这一后果，政府就必须对环保产业进行规制。

3.3.3.

3.

环保产业政府规制措施

环保产业的政府规制主要包括以下五项基本措施20：

第一，进入规制。它是指在环保产业中，政府允许特定一家企业或极少数几家企业进入 ，

或者从防止过度竞争的角度考虑，为了整个产业的供求平衡，而对企业的进入加以限制的行

为。关于环保产业的进入规制措施，下文有详细论述。

第二，数量规制。数量规制是指在环保产业中，政府为了防止因投资或产出的变动而造

成价格波动、资源浪费或有效供给不足而对企业行为采取限制的做法。由于环保产业特别是

环保服务业如污水处理企业、垃圾处理企业等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成

本通常较高、盈利较小，如果政府没有这样的规制，它们就不会有动力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

服务。

第三，服务规制。提供服务规制是指政府为了防止环保产业中由于竞争不足而致使企业

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质量出现下降，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督促企业建立有关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标准，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由于提供环保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较高，企业在经济利益

的驱动下，往往会降低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这就要求制定环保服务的质量标准和质量规范制

度，规定有关产品和服务所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质量标准体系；建立产品和服务的申办制度 ，

只有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在政府认可的情况下获准生产；强化对有关产品和

服务质量的专门检查和监督制度。

第四，设备规制。它主要是指政府处于维护环保产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规格以

及安全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有关生产设备和服务设备进行的以一定标准体系和审核制度为

基础的规制。其手段主要包括：制定有关生产设备和服务设施的质量、性能、规格以及安全

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建立关键设备的强制登记与审核制度；对环保产业的重要设备统一其规

格和性能标准。

第五，价格规制，是指在环保产业中，政府从资源有效配置和服务公平供给出发，对产

业价格体系或水平进行的规制。环保产业价格规制应该是形成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

价格对环保产业的调节作用；加强价格监管，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维护公平竞争。

四、中国环保产业组织政策

在制定中国环保产业组织政策时，要依照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中国环保产业现实

的市场结构出发，克服生产分散和竞争无序的局面，促进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因此，中国环

保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促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生产、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促进技术

进步，提高产业效率和服务质量。

1.1.1.

1.

提高市场集中度，扩大环保企业规模，形成规模经济

提高环保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基本政策思路可概括为：一是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

为大型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政府要根据环保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

控制进入壁垒，并降低退出壁垒。

（1）扩大环保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经济规模



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企业规模扩大的途径来实现的。为了提高中国环保产业企

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中国环保企业应走集团化、股份化、大型化的道路，采取措施重点扶植

规模较大的环保企业，支持环保企业间的改组、联合与兼并，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环保大企

业，形成大、中、小环保企业的分工协作体系，共享规模经济。具体政策与措施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促进不同企业之间资本的联合。市场经济中，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主要不

是通过企业自身的积累，而是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企业并购）为主要的规模扩张手段。在

企业并购方式上，一是发展环保企业间纵向的结合，使大中小企业形成一个系列，真正实现

大中小企业的结合；二是根据情祝和需要发展环保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引导企业之间的联合

以及环保企业与非环保企业之间的联合，促进形成具有适当规模的具科研、生产、营销、营

运综合能力于一体的环保企业集团。其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大企业较快增长和扩大规

模的同时，积极引导现有的中小环保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2）完善环保产业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

实行进入规制，限制环保企业进入厂商数量，避免过度进入导致低效竞争。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制定最低规模经济标准，对厂商规模进行限制；实行环保市场准入制定 ，

规定企业所应达到的技术水平与产品标准；采取特许经营权方式，国家对那些特殊的环保企

业的经营权应以拍卖、招标等适当的方式有偿出让，而且取得该经营权的企业对该经营权具

有转让、处置和收益的权利。

退出壁垒主要包括技术性壁垒和制度性壁垒，中国的环保产业则主要是技术性壁垒起着

阻碍作用。降低退出壁垒，要求政府实行退出援助，加强对环保企业实行跨产业转移的指导

和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障碍，破除市场分割，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形成“易进易出”、“难进易出”的壁垒组合。

2.2.2.

2.

规范环保企业行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1）规范、引导环保企业行为

中国环保大多数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市场份额低，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化的

动力，同时也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因而常常在低端领域激烈争夺市场，且不惜采用低价倾销 、

降低产品与服务质量、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来达到目的，从而影响了环保产业的市场

秩序和竞争环境，不利于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从规范环保企业行为角度可采取以下

措施：第一，在改造和重组中，不断扩大环保产品的品种、不断提高环保产品的质量；第二 ，

加快建立环保产品标志体系，加强对环保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尽快形成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第三，充分发挥环保产业协会等非政府团体的作用，通过它们建立起行业价格

管理规范，使之能配合政府部门克服恶性竞争现象；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机制。

由于环保产业涉及面广，国家对其没有有效的调控机制，导致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缺乏适应

市场经济的自身条件和素质，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既科学又切合实际的企业管理机制；第五，

对环保企业的某些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比如，禁止和限制竞争者的共谋、卡特尔及不正当

的价格歧视；对卖方价格、质量进行监督，对欺骗、行贿、不正当竞争等行为进行控制。

（2）建立以环保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环保技术创新

对环保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就要改变政府作为环保产业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产业技术

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让环保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投资主体、决策主

体、开发主体和技术创新风险主体，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利益分配主体。而政府的主要作用

则在于其政策支持，即通过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执行，通过提高环保要

求来刺激环保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重点应该为：第一，调整环保产业的技术与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洁

净技术和洁净产品，利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环保技术，提升现有污染防治产品的技术水平；第二，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

通过开发、引进消化，加快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示范和推广，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

第三，增加企业开发和工程示范的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完善环保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3.3.3.

3.

改善环保产业的市场绩效，提高环保产业的利润率

由于环保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企业投资并不能对其所有效用获取完整的收益，因

而制约了环保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使环保产业的投资规模小于社会化最优水平的应有规模；

同时，环保产业的研发投入因其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阻碍着技术的进步。考虑到环保产业

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应当通过减免税收、给予补贴、优惠贷款等措

施来扶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从而适当提高环保产业的利润率，直接改善其市场绩效。

同时，应当确定衡量中国环保产业市场绩效的具体标准。结合中国环保产业的现状，可

将标准确定为：环保产业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环保产业逐步向规模经济

发展，实现有效竞争；环保产业的供应能力（包括供应产品和服务能力）与实际需求相协调 ；

第四，环保产品及环保服务在效率提高、费用下降的条件下，价格能够向下调整。在确定了

适合衡量中国环保产业市场绩效的标准后，应对中国不同地区环保产业的市场绩效进行实证

分析，对各地区所存在的环保产业市场绩效的差别化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存在的一些

问题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予以解决，从而改善环保产业的市场绩效。

4.4.4.

4.

建立环保产业人才成长机制

对环保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必须具备高素质的环保产业人才。人才是知识的载

体，是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决定了该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目前世界上普遍将环保产业视为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环保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

高于一般产业。加拿人环境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40%与环境咨询业的 70%为工程师；日本环

保产业的专业人员、熟练工人受教育水平均高于经济部门的一般水平21。而中国环保产业从

业人员的素质相对于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业人员的人均产值是反映产业

储备知识多少的重要指标。从环保产业人均产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来看，美国为 2. 1，

加拿人为 2. 3，日本为 1. 7，而中国仅为 1.0。22为了解决环保产业人才短缺，应从人才培

养、使用等方面实施政策倾斜，重视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市场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新的环

保产业人才成长机制。同时，对环保企业招聘和录用人才给予政策保障，对环保领域的科技

人才创新和创业给予高新技术领域的同等优惠条件，引导人才向环保产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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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EPI) is an emerging industry, which remarkable

features make it be one of the most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sunrise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n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use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to analyze market structure, market behavior

and market performance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coexistence between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re rather poor, and the

capacity to conduct product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s highly limited, leading to the low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nd industrial profit and slow pace of technical advance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he point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have been suggested. Fin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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