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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衡量®
綠中有金

中國邁向綠色發展之路
今4月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0年年會期間，
特別召開了一場以“綠中有金”為主題的跨國
公司中國區總裁圓桌會議，藉此體現驅動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性。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盧伯卿
受邀主持會議。

許多企業對“綠色發展”的看法已經開始改
變，他們不僅出於環保角度考慮，將這一概念
納入其業務模式可持續性之中，同時也考慮到
對經濟方面的影響。

今年博鰲論壇的主題是“綠色復蘇：亞洲可持
續發展的現實選擇”，該圓桌會議亦為論壇議
程的組成部分。隨着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的
經濟在經歷危機之後迅猛恢復到過去的高增長
水平，能源消費、碳排放及與氣候相關的全面
增長問題已成為各種活動規劃的中心議題。本
次圓桌會議上及登記過程中，我們同時向與會
者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即綠色實務潛藏巨大利益，無
論是對社會發展還是保護生態
均大有裨益

德勤中國研究與洞察力中心
2010年8月，第七期

最初，企業因受合規遵循壓力的驅策，迫於監
管要求或壓力才實施綠色發展。後來許多企業
發現，由於推進可持續發展導致成本減少，企
業亦隨之受益。因此他們開始大范圍采用綠色
發展策略。
最近，許多公司看到可持續發展確實能夠促進
增收。還有許多公司已經推出新的可持續性環
保產品與服務，旨在吸引新客戶。這些環保產
品與服務在消費者中創建“綠色環保”的聲
譽，發掘可觀的價值。有相當一部分公司現在
已經受益於可持續性在成本管理與盈利方面帶
來的好處，而那些尚未將綠色實務完全納入業
務模式中的企業仍然預計，“綠色發展”對其
未來成長具有重大作用。

政府對綠色發展的支持非常重要，但絕非唯一的
推動力量。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仍將扮演重要
的角色，尤其是在研發支持、大規模基礎設施投
資、刺激經濟以及維持嚴格標准方面。
各主要經濟體其政府部門對其角色的態度頗為
不同，往往與其增長基本觀念一致。以美國為
例，若想取得如美國能源部的補助，則申請中
必須充分說明該企業之技術或項目短期內具有
商業可行性。在中國，政府對項目投資的審核
時間更長，往往需要綜合考慮能源安全問題、
出口機會以及地方經濟發展目標。更詳細的對
比參見如下部分。

中國的政治與企業架構當中，政府與企業的合作
居於主導地位，從而使中國成為發展綠色商業的
有力競爭者

在可再生能源、節能建築材料、符合LEED（綠
色建築評估體系）認證的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
等領域的部分發展經歷，將有力展示各類政府
策略如何成功地加速綠色商業進程。
顯然，政府並不能承擔所有責任。

企業同樣應采取行動，自上而
下地實施各類政策、推動技術
進步、擴充融資渠道以及調和
長期願景與短期目標和利益之
間的關系

就跨國企業未來三至五年在中國市場上的角色
而言，國內公司在采購優惠和政策支持方面稍
占優勢，而跨國企業在技術方面仍具有競爭優
勢。

對跨國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
尋找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將技術
融入在華運營企業

他們必須從中央和地方兩方面來了解驅動中國
全面綠色增長議程的要素有哪些。他們必須與
本地合作伙伴合作，通過共贏互利的安排以實
現技術能力與產出的最大化。金融服務行業同
樣適用此理，即應當考慮采取某些辦法提升金
融產品與服務的可持續性。
近幾個月，全球媒體高度認可中國對綠色增長
的重視和承諾，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關鍵領
域，中國已經開始領跑全球主要經濟體。

例如在清潔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清潔化石燃料轉化等領域，
中國做出的巨大投資廣泛涉及從研發到制造能力、再到商業銷售
設施等價值鏈體系

國家的角色
部分觀察人士較為關注中國市場上國有與私營
兩大板塊之間的競爭問題，但從歷史來看，由
國家買單的大型基礎設施支出為企業家和跨
國企業創造了大量業務機會（如骨干網絡、港
口、石化產品、電網）。

現已初具雛形的第十二個五年
計劃（2011-2015）將繼續在上
述方面發力，側重發展清潔技
術與能源
作為2008年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據（匯豐
銀行）估算綠色發展投入合2,210億美元，其中
涉及可再生能源、低碳汽車、高速鐵路、智能
電網、能源效率提升、水資源淨化處理等。很
多項目將由地方政府提供資金支持。
即將於8月公布的2010/11年下一項4萬億
（5,890億美元）投資方案尤其側重清潔技術產
業。此外，國務院近期重申中國有興趣吸引外
資進入亟需巨額投資與高新技術的產業領域，
並尤為側重清潔技術與能源產業。國發（2010）9
號《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
干意見》於2010年4月發布，文中不僅鼓勵投
資上述領域，同時提高了地方核准外資投資項
目應具備的最低投資金額，從1億美元升至3億
美元。除此之外，國務院近期還鼓勵外商投資
企業（FIEs）從事並購交易與首發上市，甚至
允許和鼓勵其發行企業債券與中期票據，從而
為外商投資企業投身中國清潔技術（及其他行
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

此外，財政部於2010年2月宣
布，到2010年底之前將為“七
大戰略新興行業”提供重大稅
收優惠，此舉側重於高科技行
業與能源行業，特別是新能源
領域

七大戰略新興行業是：新能源、節能環保、新
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
造、信息產業。上述計劃的出台，是針對世界
部分清潔技術跨國公司巨頭對進入中國市場感
到不安的情況下做出的。

我們認為此舉表明，中國現已聯合其他主要經濟
體，並且確認重大清潔科技將進入全球技術投資
組合之中

每個國家都必須實現綠色增長目標，然而，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以一己之力開發或擁有實
現該目標的必備技術。
市場的角色
從市場方面而言，本地私募公司的不斷擴張與
對國際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限制的放寬已成顯著
趨勢。本地基金數量的日益飆升，投資活動的
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以及更為精明的基金管
理者證明了本地私募公司的崛起。國際私募股
權投資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水平設立人民
幣基金，旨在獲取有利條件以減少遭遇中國外
匯監管措施和政府核准要求方面的風險。

借助於上述監管力量和市場力量，清潔技術現已
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創投和私募股權投資類別，
其投資持續上漲

自2006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國清潔技術領域創投和私募股權投資交易共計114宗，披露價值
總額高達25.7億美元。在初級產業部門，投資數量和投資總值之最集中在能源發電業、能源效率
業、交通業、農業和儲能業。第二產業部門最受歡迎的產業是太陽能業（31宗交易）、天然農藥
業（10宗交易）、水處理與廢水處理業（10宗交易）、高能電池業（9宗交易）、照明業（9宗交
易）和風能業（8宗交易）。
•• 2009年，29家公司獲得的創投和私募股權投資披露價值總額達7.84億美元
•• 2009年最大的交易是電動車主要開發商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獲鼎暉投資4.26億美元投資
•• 2010年第一季度，11家清潔技術公司獲得的創投和私募股權投資披露價值總額達7,200萬美元
•• 2010年截至目前的主要交易有：LED照明開發商武漢華燦光電獲開投基金和IDG資本共計2,200
萬美元投資；大規模儲能高級電池開發商普能獲北極光創投、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德豐傑和德
同資本共計2,200萬美元投資
中國清潔技術創投/私募股權投資一覽（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一季度）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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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比較
中美綠色增長架構與經濟刺激計劃
中國

美國

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中短期優勢

開發核心技術的中短期優勢

發展模式中政企合作根深蒂固

奉行市場自由和監管機構獨立的理念和架構

2008年9月，4萬億元（合5,890億美元）經濟
刺激計劃出台

部分經濟刺激資金

2010年11月，4萬億元（合5,890億美元）經濟 能源部部分補貼
刺激計劃結束
汽車業直接補助

支持性資本市場

能源業直接補助

支持性私人投資

國家電網

新法規立法遲

國有電力企業

以市場為基礎的電力企業

中央電價管理

州級價格管理

監管控制與非監管控制

僅有監管控制

中美綠色增長目標與戰略
中國

美國

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緩釋未來進口與安全風險

種子市場，實現商業能源選擇多樣化

•• 原油和糧食
保持有競爭力的出口經濟和國內增長環境

降低對外國石油和高風險國內生產的依賴性

降低對環境的不良影響

降低對環境的不良影響

提升出口價值的制造能力

提升出口價值的技術開發

實現技術本地化，降低制造商的技術成本

提升出口價值的制造能力

為清潔技術企業創造更好的資本獲得機會；放
寬對創投和私募股權投資清潔技術和能源業的
限制；鼓勵上述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

通過創投和私募股權渠道，為全球綠色增長商
業運營商提供資金

中美互補優勢
中國

美國

能源供應商

資本供應商

環保產品與自然資源（稀土和特種金屬）供應
商

技術供應商

美國清潔技術產品的市場

全球領先的創新清潔技術產品生產商

眾多大額和小額投資、戰略聯盟和政府政策決
策，間接反映了技術流動情況。

中國清潔技術市場尖端創新標桿與開拓性工作
包括：

2010年，中國清潔技術市場主要企業活動舉例
如下：

•• 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與中國政府在內蒙古鄂
爾多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外合資太陽能
發電場項目，計劃於2019年竣工，發電能力
2,000兆瓦，能夠為300萬個家庭供電。項目
主要采用了優於國內晶體光電技術的碲化鎘
薄膜技術，總成本估計為50-60億美元

•• 2010年5月，美國超導公司 (AMSC) 和華銳
風電科技集團合作，設計並共同開發面對陸
地和海上風電市場的兆瓦級風機
•• 2010年5月，波音與國航和中石油簽署合作
協議，共同開發麻風樹生物燃料，年內實現
中國首次生物燃料飛行
•• 2010年4月，美國通用電氣在揚州啟動了針
對中國公用事業的“智谷”暨智能電網展示
中心，展示電網基礎設施與控制和家庭能源
管理應用

•• 坐落於陝西西安市的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太陽
能技術中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研究
實驗室。西安市政府將補償實驗室五年運營
成本的四分之一。實驗室包括一條薄膜制造
線和一套完整的晶體硅試用工藝流程，以及
研發、工程、產品展示、測試與培訓設施。
成本逾2.5億美元

•• 2010年3月，IBM 宣布計劃投資4,000萬美
元，在北京成立能源與公用事業解決方案實
驗室，開發針對中國智能電網市場的各項技
術。IBM 預計，未來數年即可通過該實驗室
創造4,000萬美元的收入

•• 2010年6月，政府宣布對上汽通用五菱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等合資汽車企業提供補貼，其
中中央政府批准15家汽車企業和合資企業每
輛車獲得3,000元（合441美元）燃料效率補
貼。

•• 2010年2月，英特爾投資 (Intel Capital) 宣布
與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中投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在全球范
圍進行清潔技術等技術創新投資

中國清潔技術市場啟示
•• 經過數年發展，中國已經能夠調動大量資
本，如火如荼地開展自主創新運動
•• 然而，環境修復和能源安全問題亟待解
決，這就要求外商投資在未來數年發揮重
要作用
•• 中國雖然從其固有的政企合作中受益匪
淺，但同時也存在資源配置不當的風險，
這對於采用強硬行業政策的經濟體而言普
遍存在
•• 美國增建可再生能源可在分散式發電、淨
計量電價與結構化收購費率領域發揮更重
要的作用；而中國則可能在發展集中化大
型商業發電設施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作為技術和資金領導者的美國和作為發電
站建設者的中國之間存在大量互補優勢。
兩國通力合作，將在全球綠色發展進程中
占據主導地位
•• 致力於在中國快速發展的綠色增長產業尋
求產品和服務機遇的跨國公司，需要深刻
了解中國的目標和投資決策的激勵因素，
而中國的目標和投資決策多數根植於中國
的基本發展模式
•• 致力於在中國綠色增長產業實現持續增長
的跨國企業，還需要辨識中國目前發展狀
況下本地化的成功驅動因素，在管理能力
范圍內重點關注幾項發展基礎

聯系
如果您對於本期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繫以下專業人士：
北京
杜志豪
總監
德勤中國研究與洞察力中心
電話：+86 10 8512 5601
電子郵件：kdewoskin@deloitte.com.cn

王鵬程
合伙人
審計
電話：+86 10 8520 7123
電子郵件：wangpc@deloitte.com.cn

請到訪www.deloitte.com/cn而獲得更多信息

Deloitte 20/20

Insight and preparation are the hallmarks of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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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為各行各業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及財務咨詢服務。德勤成員所網絡遍及全球逾140個國家，憑借其世界一流的專業服務能力
及對本地市場淵博的知識，協助客戶在全球各地取得商業成功。德勤約170,000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范。
關於德勤中國
在中國，我們通過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以及其下屬機構和關聯機構提供服務。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德勤華永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共同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員所。
德勤中國是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居領導地位的專業服務機構之一，共擁有逾8,000名員工分布於包括北京、重慶、大連、廣州、杭州、香港、澳門、南京、		
上海、深圳、蘇州、天津、武漢和廈門在內的14個城市。
早在1917年，我們於上海成立了辦事處。我們以全球網絡為支持，為國內企業、跨國公司以及高成長的企業提供全面的審計、稅務、企業管理咨詢和財務咨詢
服務。
我們在中國擁有豐富的經驗，並一直為中國會計准則、稅制以及本土專業會計師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在香港，我們更為大約三分之一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提供服務。
本文件中所含資料乃一般性資訊，故此，並不構成德勤有限公司、德勤全球服務有限公司、德勤全球服務控股有限公司、德勤全球社團組織、其任何成員所或
上述其關聯機構（統稱為“德勤網絡”）提供任何會計、商業、財務、投資、法律、稅務或其它專業建議或服務。本文件不能代替此等專業建議或服務，讀者
亦不應依賴本文件中的資訊作為可能影響自身財務或業務決策的基礎。在做出任何可能影響自身財務或業務的決策或採取任何相關行動前，請咨詢合資格的專
業顧問。任何德勤網絡內的機構不對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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