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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父邓小平曾说过，不管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

猫。这一哲学思想后来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它引导中国进行了渐

进式的改革，为中国３０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作出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东亚

经济的又一奇迹——— “中国奇迹”。现在，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的工厂，也在

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市场。但是，当我们检阅中国经济的成果时，我们惊奇地

发现，高速经济增长也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一些

“白猫”变成了 “黑猫”；高碳排放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一种 “高碳经济”，

也令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集中关注的对象。

本文将利用经济理论和最新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

探讨中国如何向低污染和低碳经济增长转型。为此，我们将利用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因为这一曲线显示，许多经济体都会经历一个 “高速增长高度污

染”、“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与此同时，它也提示，环境问题虽然会随

着人均收入的增长逐渐改善，但它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制约，从而影响

潜在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假说并没有说明，如果存在技术进步和强有力

的环境政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会发生什么变化。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

论，提出一个有环境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政策的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

将利用最新数据，描述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说明环境污染

为什么会制约潜在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提出一个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这种技术可以抵消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带来递增的收益从而促进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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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第四部分利用有关数据描述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探讨中国

如何向低碳经济增长转型。第五部分得出简短的结论并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

二　有环境因素制约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源于描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假说，它描

述了收入不平等 （以基尼系数测量）与经济增长 （以人均收入测量）是一

种倒 Ｕ型的互动关系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这一假说被

用于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以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产生环

境问题，以及环境破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这一节中，我们讨论一个伴随

有高度环境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型，说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以及环境

污染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路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倒 Ｕ型曲线描述 ＧＤＰ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一般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起飞阶段，表现为高速增长和环境破坏剧增；第二阶段是转

折点，即当环境污染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第三阶段是低环境污染与稳定增

长阶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因为库兹涅茨以及解释库兹涅

茨曲线的学者很多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所以这一曲线假定环境问题会随着

经济增长逐渐得到解决，渐进地达到第三阶段，因而无需采取环境保护的干

预性措施 （参见图１）。换言之，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以市场经济原理为基

础的模型，它假定市场会对环境污染问题作出自动调节，因而无需政府的政

策，特别是环境政策干预。

然而，大多数的理论研究和国别分析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干预，

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路程会被延长，因为无干预的市场经济机制产

生的要素价格扭曲可能会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转移的效率，从而影响环境污

染的治理。更为严重的是，环境的大量破坏会影响到环境库兹涅茨上的经济

增长路径，进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案例分析表明，大规模的环境破坏主要来自高速经

济增长、大量的能源消费以及政府以发展为优先的经济政策。① 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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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

资料来源：以环境库兹涅假说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为基础绘制。

不能消极地等待市场机制渐进地引导一个经济体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第

三阶段，而应当提出一种新的环境库兹涅茨，寻求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方

法，以帮助中国尽快走出当前的高增长高污染—高碳排放的困境，开辟一条

低污染、低排放的增长路径。

没有技术进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这里我们利用中国独特的案例，寻求一种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建

立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为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分析一下经济增长模型。

（１）没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文献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投资和劳动是

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在此函数中，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推动

的，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据此，我们可以将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释

为：

ＹＮ ＝Ｆ（Ｋ，Ｌ），

或

ＹＮ ＝ＫαＬβ

这里，Ｙ＝产出，Ｋ＝资本投资，Ｌ＝劳动力，α＝ （１－β），表示规模收

益不变。

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模型中，由于储蓄等于投资，因而 ｓ可以解释

为投资 ｉ（ｉ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定义为人

７４３

中国向低碳经济增长转型



力资本，则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改写为哈罗德增长模型式的经济增长模型

（Ｈａｒｒｏｄ，１９４８）：

Ｇ＝ｓ／ｋ

或

ｄＹ
Ｙ
＝ｄＫ
ＫωＫ

＋ｄＬ
ＬωＬ

这里，Ｇ＝增长率，ｓ＝储蓄率，ｋ＝资本系数即资本 －产出率，ωＫ＝资

本的产出弹性，ωＬ＝劳动的产出弹性。

（２）有技术进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哈罗德式的增长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储蓄和投资的作用，但却忽

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了修正这一模型，我们在经济增长函数中引入了技

术进步因素 Ａ，从而得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

ＹＮ ＝Ｆ（Ｋ，Ｌ，Ａ）

或

ＹＮ ＝ＡＦ（Ｋ，Ｌ）

以这一新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可以将哈罗德式的增长模型改变成具有技

术进步 （ｄＡ／Ａ）的索罗模型：

ｄＹ
Ｙ
＝ｄＫ
ＫωＫ

＋ｄＬ
ＬωＬ

＋ｄＡ
Ａ

这里 Ｙ是增长率。索罗模型显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然而，在索罗模型中，由于技术进步是外在的因素，因而

它被称做是外生的增长模式，并且要素的收益不变。

（３）一种有环境制约但没有技术进步的库兹涅茨曲线。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种有环境因素 Ｅ的增长模式。为此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生产函数：

Ｙ＝Ｆ（Ｋ，Ｌ，Ｅ）

这里 Ｙ是可得的经济增长率，Ｅ是环境因素，可以定义为环境污染的成

本，它对经济增长起着负的作用。通过将 Ｅ引入增长模式，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新的有环境因素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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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
Ｙ
＝ｄＫ
ＫωＫ

＋ｄＬ
ＬωＬ

－ｄＥ
ＥωＥ

这里ｄＥ／Ｅ是环境负荷，代表环境污染的代价，可以用ＧＤＰ中的环境保
护投资来测量，ωＥ是环境负荷的弹性。

（４）有环境制约的库兹涅茨曲线。
为了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我们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加入环

境约束因素，从而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变成一个环境约束型的模型。这一

模型显示，当经济加速增长时，由大量的能源消费所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

和温室气体排放物 （如二氧化硫以及影响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成为越来

越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自然、人体和社会，还会对未来的经济

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要维持经济增长和人类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治理环

境污染，而环境污染的代价和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负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

沉重的负担和深远的影响，从而制约潜在的经济增长。我们把这种环境污染

的代价称为 “黑猫效应”。

图 ２　有环境约束的库兹涅茨曲线

我们在图２中用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显示高速增长的代价，它表明，在

高速增长阶段，如果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经济增

长的路径会受阻，不能顺利向前发展，呈现出一条向后弯曲的增长路径。这

就使得经济增长在人均 ＧＤＰ达到第三阶段之前就发生停滞，并延迟达到峰

值的时间，使经济增长迟迟不能进入第三阶段，甚至有可能放慢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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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出现低增长—高污染—高排放的局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白猫”

全变成了 “黑猫”。

三　有技术进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引入技术进步的因素，从而导出一个有正环境影响

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１）有环境治理技术的经济增长。

我们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增加一个环境治理技术因素，可以得到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为此，我们假设环境保护技术可以带来持续发

展的结果。基于这一假定，我们可以将生产函数改写成：

ＹＮ ＝ＡＫαＬβ，α＋β＝１

以及

Ｒ＝ＢＫγＬδ，（γ＋δ）＞１

这里我们假定 （γ＋δ） ＞１，它意味着环境保护技术可以带来递增的规

模收益。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型：

ｄＹ
Ｙ
＝ｄＫ
ＫωＫ

＋ｄＬ
ＬωＬ

＋ｄＡ
Ａ
＋
ｄＴＥ
ＴＥ
ωＴＥ

式中，ｄＡ／Ａ＝生产技术进步，ｄＴＥ／ＴＥ＝环境技术进步，ωＴＥ＝环境技术

增长的弹性。①

在这一模型里有两种技术存在，一种是传统的生产技术，另一种是

环境技术 （比如节能技术、脱硫技术等）。图 ３是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

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显示，如果在经济增长中引进环境技术进步

的因素，人均 ＧＤＰ增长的路径会逐渐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污染物排放

也会逐渐从轻度增加到逐渐下降，在短时间内达到高峰后，顺利达到第

三阶段，实现理想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个模型要提示的是：要实现由

环境污染控制的增长，必须保持一种合理而不是超过环境负荷的高速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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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有生产技术和环境技术的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２）雁型模式与赶超效应。

据经济史料统计，大多数发达国家利用５０～２００年才走过经济增长和环

境污染、高碳排放的交替关系。例如，从碳排放增长到降低的拐点 （即转

换点），英国用了１８５年，美国用了 １３５年，即使是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

本，从明治时期到２００５年的拐点也用了近百年①，并且经历了严重的公害

危机②。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只有到人均收入达到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美元 （１９９０年价格）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才出现转折点。但也有

一些例外，比如韩国从 １９４６到 １９９７年只用了 ４０年时间，在人均收入只有

４１１４美元时就达到了碳排放的转折点。这一现象，可以用亚洲经济发展的

“雁型模式”和发展经济学的 “赶超理论”来解释。

“雁型模式”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 （Ｋａｎａｎｍｅ－Ａｋａｍａｔｓｕ，１９６２）提出、

小岛清总结而成的一种描述亚洲经济发展的理论，它认为日本是亚洲经济的

领头雁，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日本将产业和技术转移到亚洲四小

龙国家和地区，通过类似的产业和技术转移，逐渐向其他国家推进，从而实

现了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利用这一模型我们可以解释，韩国是通过引进外

资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来实现外向型的经济增长，走捷径实现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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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引进外资对加速达到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拐点的作用归纳如下：

第一，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可以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跨国公

司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产品和资本，同时也带来了体

现在产品中的技术，包括环境技术、节能技术和低碳经济技术。通过新产品

的引进和生产，发展中国家可以节省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的时间、资本和

人力，从而实现赶超，特别是环境技术方面的赶超。

第二，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通过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和进出口相关产

品，引进了国际环境标准，健全了投资国的环境标准，从而改进了投资国的

环境治理。

第三，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和诀窍，改

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方式 （丰田生产方式和环境治理体系即是一

例）。

第四，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通过与国内企业的竞争，促进国内企业开发

环境友好型产品，增加环境治理投资。

第五，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可以改进当地民众的环境

意识，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而这又会反过来促进生产活动。

上述功能可以产生赶超效应，在短期内提高投资国的生产率、改善投资

国的环境。

但也应当指出，如果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引进的是在发达国家不能生

存的淘汰产品或污染大、排放大的产品，那么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

动也可能会带来环境破坏的副作用，正如美国 《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所

指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它们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却将污染物

留在了中国 （Ｌｉｕ和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０５）。同样，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一

些发达国家利用光伏发电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但生产光伏发

电的太阳能多晶硅板却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而发展

中国家在生产这些低碳经济的设备时却需要使用大量的能源，产生大量的

碳排放，是一种典型的高碳经济。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并在碳排放谈判中

予以反映。

（２）“隧道效应”模式。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低碳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发展

模式。这一模式通常可以用一种新的理论——— “隧道效应”理论来描述。

实际上， “隧道效应”理论是雁型发展模式和库兹涅茨曲线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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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ｅ，２００９）。

图４显示是隧道效应理论。它表明，一个经济体可以利用 “隧道”来

走捷径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三阶段。与此同时，“隧道效应”也是用赶超

理论和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产生的混合效应。

图 ４　隧道效应

当然，实现隧道效应需要一定的条件。条件之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转移。低碳经济是以节能减排、新能源、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一种新

的经济发展形态和模式，其核心是能源革命，即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

发与利用。这就需要高新技术，而这种成本高、耗时长、水准高的技术开

发，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但是，如果发达国家能遵守 《京都议定书》，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那么，“隧道效应”就可能尽

快实现。

条件之二是技术接受国的吸收能力。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需要相当水

平的人力资本、管理、制度革新以及技术应用能力。

条件之三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革新与新技术的匹配能力，有了这种能

力，才能有效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引进技术，并逐步培养本国的技术开发能

力，从而逐渐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技术，实现持续的发展。

条件之四是政策导向，比如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

四　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这一部分我们将利用中国的数据来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中国的低碳

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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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增长—高污染模式

中国经历的是一种高增长—高污染—高碳排放的发展。据有关估算，中

国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已占到 ＧＤＰ的 １５％。① 下面我们将利用一些统
计数据来论证这一问题。

表１是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它显示出，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和
地区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高，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最长。但与此同时我

们也可以想象，中国所遭遇的环境问题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严重，环境

治理的时间会更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的话，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从增长到下降的拐点。

表 １　高速增长期的国际比较

国家和地区 高速增长期 年限 年增长率 国家和地区 高速增长期 年限 年增长率

日　　本

韩　　国

中国台湾

１９５８～１９７３ １５ ９７

１９７３～１９８８ １５ ３６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５ ３０

１９６２～１９７７ １５ ９６

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１０ ８０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８ ８１

１９６２～１９７７ １５ １０１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１０ ８７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８ ６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 １８ １０６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０ ９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５ ９５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３０ ８９

　　资料来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６；《中国经济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０８。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高增长—高污染—高能耗—高

碳排放的道路。图 ５显示，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高于 ＧＤＰ增长率，
而图６则显示，除了烟尘控制有所好转外，二氧化硫、废水、固体废物和废
气等排放量仍然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的高增长—高排放模式

图７是 ＧＤＰ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国际比较。它显示，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期
间，中国的能源消费要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

条资源 （消耗）驱动的道路。这一点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相近，即先污染

后治理，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 “黑猫”式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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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Ｌｉｕ和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０５）的测算，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占到中国 ＧＤＰ的 ８％ ～

１５％。与此同时，一项官方的研究报告指出，２００４年一年里，中国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达到５１０亿元，占到 ＧＤＰ总量的３０５％，如果再算上当前的环境改善技术成本，这

一损失高达 ＧＤＰ的６８％ （ＣＥＰＡ，ＳＳＢＣ，２００５）。



图 ５　１９８３～２００５年中国的 ＧＤＰ增长与能源消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ＣＤ－ＲＯＭ。

图 ６　中国的污染物排放

资料来源：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图 ７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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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绘制需要较长的时期和时间序列的统计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相对还比较短，统计数据，特别

是环境统计数据尚不健全，因而还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但是，利用人均 ＧＤＰ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的数据，我们可以

大致描述一下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里我们使用的统计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统计数据 ２００８》、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和 《欧洲

环境统计汇编 ２００９》的数据资料。图 ８是利用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绘制的

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 ９是利用二氧化硫排放数据绘制的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

图 ８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与二氧化碳排放

图 ９　１９８１～２００６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与二氧化硫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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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料和图示，我们发现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与 ＧＤＰ增长率

有很强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发现，

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排放的峰值即拐点还没有出现！这意味着，在

今后的一段时期，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环境有可能进一步

恶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的拐点会

在２０３５年出现，也就是说，中国还要保持高速增长至少２５年，碳排放总量

还会继续增加 （尽管碳排放强度每年都在降低）。可以预见，中国的环保之

路和低碳经济之路还很长。

中国能够赶超吗？

第二节我们用新增长模型、“隧道效应”等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

在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实现赶超。这里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

能够实现赶超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利用一些数据进行分析。图７是换算成标准煤

当量的能源消耗和单位耗能指数的国际比较，它表明，以每１００美元的产值

计算的能源消费来看，中国的能耗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说明中国是一种

高能耗经济。但是，从图 １０来看，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即每 １００美元

产值的碳排放量都呈下降趋势，其中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表明

中国在碳排放方面已经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还远远不

够，但它说明中国是有可能通过加速减排来实现碳排放的赶超和 “隧道效

应”。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本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自主实施节能减排，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础，

在２０２０年使中国的碳排放强度降低 ４０％ ～４５％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这虽然只是一个单位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总量指标①，

但这是中国首次公布减排的数字指标，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大力减排的决

心，显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对世界各国今后削减碳排放的行动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中国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碳排放强度也有所降低，这与近

年中国在环保方面投资的加大和环境技术的大量引进有关。二宫的研究表

明，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间，环境技术进步对中国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的贡献率在

３０％左右 （Ｎｉｎｏｍｉｙａ，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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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图 ７和图 １０所示，即使一个国家如中国一样实现了单位排放量的削减，但碳排放总

量还是会增加。因此，仅仅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还不足以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



图 １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每 １００美元产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ＣＤ－ＲＯＭ。

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经历表明，仅靠市场经济机制的自发

调节是不能尽快改善环境并实现低碳排放的，国家的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和节

能减排计划起了很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的经济与环境政策对于环境改善

和碳排放削减有着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加快达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市场经济机制对环境保

护的调节作用，而是要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结合，正如中国式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显示的那样。

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许多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

改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

收入差距很大，因而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差距也很大。比如，在东部沿

海地区如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区，环保投资力度较大，相对

而言，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贵州、甘肃等省的环境投资较少。①

中国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许多原因，比如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缺乏环

保资金，地区间的环保差异，以及经济发展优先 （即我们常说的 “先污染

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等等。其实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和日本曾经

走过的道路。②

这里我们还要强调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统计数据

显示，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０９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一直是以煤炭为主 （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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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吴海鹰、荒山裕行编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

关于日本的公害问题，请参见薛进军、荒山裕行、彭近新编著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

题———理论与实证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０％），而煤炭在生产和使用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

气体，是造成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能

源结构，短期内中国的环境问题很难得到大的改善，碳排放也无法从根本上

降下来。

五　结语

本文讨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和与环境约束相关的增长理论模

型。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显示，如果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就会对经济增长

产生制约，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并进而影响

潜在的经济增长。但如果在增长模型中引入传统的技术进步和环境技术与低

碳经济技术，则经济增长可能保持收益递增，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也表明，环境污染的代价会阻碍经济增长的路径顺利

向曲线的拐点移动，延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推进时间。但如果引进环保技

术和低碳经济技术，加上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指导，则有可能通过 “隧道效

应”和 “赶超效应”，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早日到达，从而实现低

污染—低碳排放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讨论说明，截至目前，中国走的是一条

高增长—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 “高碳经济”道路；中国的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的拐点还没有到达，如果没有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预计中国的

环境状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碳排放总量还可能继续增加。一方面，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

超过美国 （１９６％）达到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总排放量的 ２１％。中国不仅

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也已成为世界排放大国，减排已成为最大的外部压

力。另一方面，从中国国内的需求来看，要实现 ２０１０年人均收入比 ２０００

年再翻一番和到 ２１世纪中期到达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的战略目标，需要保

持 １０～４０年的高速增长，而这又需要利用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碳，

从而加剧中国的能源紧缺，加重中国的环境负荷。因此，从外部压力和内

部需要来看，中国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还 “猫”以本来颜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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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讲演时提出要脱离黑色的发展、

走绿色发展道路，“变黑猫为绿猫”。这一思路是正确的，“绿猫论”的颜色有待商榷，因

为绿猫也是一种变形的 “怪猫”，故我们在此提出还原猫的本色，即黑猫、白猫、黄猫等。



脱离 “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 “黑色发展”道路，走一

条 “适度增长—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的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之

路。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了连续 ３０年

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又一个亚洲经济奇迹。我们期待中国在环境治理、碳减

排方面有所作为，也能创造一个中国奇迹，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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