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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财经观察家

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当下，发达国家人均GDP是我国

2.69 倍～5.30 倍，而我国单位 GDP 能

耗是发达国家的 1.71 倍～4.10 倍，碳

中和目标年均减碳量是发达国家的

2.14 倍～5 倍，不仅如此，相对于欧美

国家的自然达峰，我国应对气候变暖

的窗口期不足十年，从碳达峰到碳中

和的过程也只预留了30年时间，为发

达国家的一半。从中不难看出，双碳

战略下，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巨大，

制造业减污降碳协同迫在眉睫。碳中

和目标下，急需重大科技和管理创新

破解制造业环境问题，优化经济发展。

造成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什

么呢？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能源

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占全社会碳排

放总量的 90%，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

不仅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

气体，还会产生大量颗粒物、挥发性有

机物VOCs、重金属、酚和氮氧化物等

污染物，严重威胁到环境的健康。而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化石燃料燃烧

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同

过程，治理是同频、同效、同路径，管理

是同时、同步、同目标，这些“同频”的

性质也使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备了可

行性。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我国总

排放中，工业部门贡献了约 70%的环

境污染物和72%的温室气体。大部分

工业生产发生在工业园区。2015年，

我国工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

28.2 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的31%。

而介于工业园区具有集聚性和系

统性等特点，工业园区的污染排放与

能源消耗相对集中，并在各生产环节

间相互关联，这就为工业园区减污降

碳提供了机遇以及技术措施的可能。

降碳协同增效机遇在于推进减污

降碳工作，可以助力工业园区从政策

支持、技术革新和运营改善三方面低

碳转型。而在技术措施方面，需要完

善工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搭建工业园区碳减排决策支撑数据平

台，建设碳中和示范园区，建立工业园

区“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执法监督”

治污体系，鼓励工业园区与周边区域

加强污染联防联控等。

2020 年，我国白酒产量 741 万千

升（65VOL），白酒行业消耗标煤88.92

亿～163亿千克，换算CO2排放量108

亿～199亿吨。而在这个产量背后，是

废水、废气、废渣、能耗等有害于环境

的“副产品”，在处理这些“副产品”上，

我国当前还存在着资源化循环利用水

平低、能源利用效率低、清洁生产链条

不完善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提升清洁生

产水平，实现从原料到产品全生命周

期全过程减排。以协同控制为目标，

清洁生产为主要途径，实现行业、企业

“减污降碳、提质增效”，使环保、酿造、

金融全系统融合。

其次，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绿色产区，形成区域流域减污降碳协

同“细胞”。2021 年 9 月，中国酒业协

会、江南大学等共同编制《白酒工业绿

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结合国家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以及白酒行业现

有的标准，制定白酒企业绿色工厂的

建设和评价要求。这些举措有利于酿

酒行业发展，实现绿色制造专业化；有

利于建立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行

业绿色制造体系；有利于实现企业低

碳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最后，完善行业“一体化”减污降

碳协同政策、技术、标准体系。要建立

全过程、全链条管理体系、协同控制标

准体系以及信息化智慧化监管平台。

酒业绿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葡萄酒大师

当得知玻璃酒瓶和酒瓶的运输是

葡萄酒碳足迹中最大的“贡献者”时，

许多人会感到惊讶。鉴于如此多消费

者在关注产品生产中的环保做法，越

来越多的纳帕谷酒庄正在努力减轻他

们酒瓶的重量，这也是几十年来纳帕

谷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葡

萄种植产区的重要举措。

“我们最近将酒庄的赤霞珠葡萄

酒的酒瓶重量减轻了30%。之前每个

瓶子的重量是 798 克，我们减至 564

克，这会使碳排放率降低25吨。”斯勃

兹 伍 德 酒 庄（Spottswoode Estate

Vineyard and Winery）的酿酒师和可

持续发展经理Molly Sheppard说。

斯勃兹伍德酒庄将这一行动作为

其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一部

分，酒庄通过了纳帕绿色认证。“每个

酒庄的碳足迹都不同，这取决于生产

规模和作业方式。对我们来说，包装

占碳足迹的20%，运输占30%，但对于

其他酒庄来说，这可能会增加更多。”

Sheppard说。

事实上，世界著名的葡萄栽培学

家 Richard Smart 博士最近发表一篇

题为《碳足迹：葡萄酒与消费者（Car-

bon Footprints：Wine&The Consum-

er）》的文章，指出葡萄酒行业68%的碳

足迹来自玻璃瓶的包装和运输。这与

葡萄种植形成鲜明对比，葡萄种植的

碳排放平均只占 15%，这主要来自葡

萄园中使用的化肥和燃气拖拉机。由

于酿酒厂和发酵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酿酒过程的碳排放估计占17%。

玻璃瓶具有如此高的碳足迹的原

因是生产玻璃所需的能源，以及运输

玻璃瓶的天然气或柴油的成本。瓶子

越重，从玻璃制造商到酒厂以及从酒

厂到零售机构的运输所需的燃料就越

多。

减轻瓶子重量不仅对环境有益，

对酒厂员工和酒厂的最终盈利都更

好 。 鸿 宁 酒 庄（Honig Vineyard&

Winery）将酒庄的长相思葡萄酒的瓶

子重量每个减少48克。“与之前相比，

我们可以在卡车上多装7%的酒瓶，而

且瓶子更便宜，因此我们节省了成本，

我们的员工举起一箱酒也更轻了。”鸿

宁酒庄的酿酒师 Kristin Belair 解释

说。这个简单的改变帮助他们瞄准了

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的三大方面：对地

球、人类和企业盈利都有好处。

人们普遍认为，较重的酒瓶等同

于较高品质的酒，但实际上酒瓶的重

量并不影响酒的质量。“我们不认为酒

瓶的重量会影响包装的感知质量，从

来没有消费者这样要求过我们的包

装。”Erggelet说。

鸿宁酒庄的Belair对此表示赞同：

“我们的客户似乎更关注瓶子里的东

西，我认为重酒瓶是一种营销方式，这

没有意义，因为大多数高端波尔多葡

萄酒都没有装在重瓶里。”

那么，葡萄酒的其它替代包装对

环境影响如何呢？比如金属罐、纸盒、

利乐包装和其他容器对环境更好吗？

根 据 普 里 斯 特 牧 场 酒 庄（Priest

Ranch）首席营销官Andrew Floor的说

法，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的酒庄仍

然提供瓶装的优质葡萄酒，但也提供

375毫升罐装的白歌海娜和桃红葡萄

酒。消费者可以积极参与这一环保行

动，他们可以让酒厂知道，他们有兴趣

购买装在更轻的酒瓶或其他替代包装

里的葡萄酒，因为瓶内装的东西最重

要。

纳帕谷酒庄“减重”潮带来了什么？

最近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

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当前

经济正在恢复，非常不易。但恢复的

基础不稳固，稳经济还要付出艰苦努

力。这些提法让笔者想到，我们每个

市场主体都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

地过苦日子的准备。

诉苦无法化解难题，关键是为中

国经济找元气、找出路。近日，笔者请

熟悉中小企业的朋友进行了一次座谈

会。过去和业态比较传统的中小企业

交流不够，调研较多的一是行业龙头、

知名品牌、隐形冠军，其特征可用“王

者荣耀”形容；二是专精特新的高新企

业，可用“新新向荣”形容；而比较困难

的企业，要么是行业受政策影响较大，

要么是长期内卷过度竞争。

一位三年前才开始做餐饮的年轻

女企业主说：“我们这三年刚好是疫情

的三年，亲眼看到有的装修花了几百

万元的店说关就关。但我们从一开始

做加盟的一家店，发展到现在有四家

店，都是直营。最近很多餐饮商家做

不下去，考虑店铺转让，以前都要转让

费，现在也可以免掉。我们在考虑逢

低吸纳，开新店。”她以前没开过餐馆，

开第一家店时还让厨师先到品牌店去

学习，后来发现，“把握顾客口味的变

化比找一个大厨更重要”。大厨思维

是传统思维，现在的年轻人餐饮是“快

餐化、多变化、网红化、社交化”。今年

疫情期间，为了自救，她迅速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首先是强化内功，做好产品，“越

是艰难情况，越要加强餐饮品质和质

量，在强化传统菜系的情况下，提高花

样，同时还要方便打包和快递”；

二是亲自当小区志愿者，从小区

门口接送菜和快餐中了解居民需求。

虽然不能堂食，但有需求就有市场，可

以通过外卖小哥把店里做的快餐送到

小区里；

三是做好宣传，扩大影响。再好

的产品，别人不知道等于没需求。通

过抖音可以把菜系源头和制作流程传

播出去，让居民感到安全且美味。同

时还要和团长联系，在提供优惠的前

提下采取“拼多多”模式，只要满足一

定数量即可派送，做大市场需求。

笔者问：“谁来做抖音？”她答：“从

自己做起。”座谈会上很多企业主都有

类似的分享，即要做和过去不一样的

事，或者用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做事。

中小企业自救靠创新，大企业常

青也靠创新。前不久，笔者和波司登

创始人高德康有些交流。他 1976 年

24岁时带着11个农民，用8台缝纫机

在家乡常熟开了一个服装作坊，给别

人做“来料加工”。1980年前后，他拿

到上海一家服装厂的业务，从常熟到

上海，他骑一辆自行车送货、取布料，

来回十几个小时。那时是“谁吃苦在

前，谁收获在前”，而现在，高德康认

为，最重要的是“走进时代主流消费人

群的心智”，做“时代的品牌”。

从2018年起，波司登从多元化扩

张中收缩，聚焦羽绒服主赛道。他们

连续在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伦敦

时装周亮相，和多位全球设计大师、时

尚IP、明星大咖、时尚博主等合作，广

泛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不断增

强品牌的时尚潮品属性。在原创设

计、品质工艺、功能科技、产品结构等

方面也不断优化升级。一个卷世界，

苦与韧只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价值创

新才是成功的真正砝码。

中小企业自救与大企业常青都需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