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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循环生物经济战略发展之路

序言: 发展循环生物经济的紧迫性

Esko Aho, Cristina Narbona Ruiz,
Göran Persson and Janez Potočnik

人

类发展历史中我们首次面临迫
切解决单一、拥挤人类社会生
态系统对地球资源的压力。世界和欧洲
面临着史无前例而内在关联的挑战，这
样的挑战在未来几十年中会日益加剧：
对食物、水、原材料及能源需求不断增
长，同时需要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并
扭转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流失，
养分流失及土地退化。我们的经济模式
需要系统转变，以确保社会经济发展满
足不断增长人口的需求同时解决该严峻
的挑战，
过去200年的工业时代建立了石化原
料为基础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我们看
到全球社会前所未有的转变。工业时代
带来了经济、人口增长以及社会与技术
进步。过去50年全球经济加速增长，带
动全球经济显著融合，并显著减少了贫
困以及富裕与贫困国家间的不平等。但
是，即使对于发达国家贫困和不平等问
题也依然存在.
工业时代及经济加速发展也导致了与
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退化率快速增长。
通过将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指标
与自然资本破坏指标比较更清楚印证了
这点。世界发展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范
围。“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指出，2015年，我们使用了超

过地球可持续承载力1.6倍的资源。未来
24年我们将需要2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目
前经济系统运转。
全球和欧盟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我
们现在需要一个新概念来适应新变化，
一个能将人类繁荣基础纳入地球承载力
范围内的新经济发展模式。2016年是转
折点:2030可持续发展日程及相关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得到广泛认可，巴
黎气候协定开始生效。这些明确表达了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终结贫困，保护地
球，确保人类福祉的全球政治意愿。
我们需要新概念体现这些国际协定,推
动其实施。可循环生物经济模式就是这
样的新概念-它建立在综合循环经济和生
物经济概念基础上。目前这两个概念平
行发展，但需要相互联系和促进。
2012年2月13日，欧盟委员会颁布了“
为可持续发展创新:欧洲生物经济”战
略。近年来许多欧盟成员国及全球不
同国家已经建立了生物经济战略。欧盟
2017年开始评估现有生物经济战略以反
映未来发展。我们确信循环生物经济在
解决包容性欧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
紧迫问题上具有非凡潜力。它将确保居
民间经济更平等分配，及在地球承载力
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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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可循环生物经济发展应当是解
决经济增长伴随环境退化问题的长期战
略 。该战略应具有社会、经济及环境适
应性。我们都应当从本世纪初第一代生
物燃料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科学与
技术为生物经济时代奠定了基础。生物
为基础产品不断出现并取代石化原材料
如塑料，化学品，合成纺织品，水泥及
其他许多原料。目前主要问题是如何将
科学、技术的成功转化成规模经济模式
的转变。如何确保传统产业如纺织品，
石化产品，建筑部门，塑料生产部门加
入甚至引领新经济模式以可持续方式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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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欧洲森林研究所（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 EFI）协调发布这份
报告。报告通过联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UN SDGs），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包
括循环经济在内其他最新发展，阐述了
升级现有生物经济战略的主要需求。报
告基于可持续性原则提出的战略性建议
在欧洲制定新生物经济战略中应予以考
虑。报告也提供了科学见解诠释森林资
源作为生物资源基础所具备的潜力，及
基于森林的解决方案如何帮助生物经济
实现从局部到全面的转变。

欧盟循环生物经济战略发展之路

摘要
201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
黎气候协定为全球未来几十年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了目标。目前关键问题是如
何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认为迈向循环生
物经济是答案必要组成部分。
全球达成广泛共识现有商业模式无
法满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政
策，生产及消费习惯需要改变。全球性
协定要求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以涵盖自然
资本并强调社会福祉。迈向循环生物经
济是转变中必然构成要素，包括以可持
续，资源有效及循环方式增加可再生非
石化原料和产品。

报告分析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物经
济战略尤其在欧盟范围内。现有生物经济
战略在示范需要用可循环生物质原料替代
石化原料和产品以创建更可持续社会方面
提供了有益帮助。生物经济促进可持续经
济目标实现，并涉及许多具体行业和服
务，如服装，房地产，健康，食品以及交
通。此外，作为可持续生计及消费基础，
生物经济成为全球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组成
部分，并提供从食品，清洁水供应到游憩
及城市制冷体系等多方面服务。

图1.构成循环生物经济战略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层.来源：Azote Images为斯德哥尔摩韧性中心制作.

5

科学到政策系列 5

但是，许多战略如2012年以来欧盟的
生物经济战略及行动计划在关注重点及覆
盖范围上仍存在缺口，并由于近期变化及
新倡议出现需要进一步升级。发展循环生
物经济战略从长期看需要关键部门之间的
跨部门合作，以及综合政策框架下政策之
间的协调。生物经济需要成为经济系统有
机构成部分，而不只强调其是乡村社区主
要感兴趣的孤立部分。特别是结合生物经
济与循环经济概念尤为重要。两者结合相
比各自孤立更有说服力也更合理，并有利
于更好实现社会目标。生物经济从局部到
常态转变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优先领
域。

对循环生物经济战略的主要
建议
建立科学为基础循环生物经济重
要性的解释
社会经济战略需要有关于其重要性的
清晰解释。表明其如何帮助自然资本与
经济模式结合以杜绝经济发展带来的环
境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循环生
物经济重要性解释应当对欧盟主要居民
分布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具有吸引力。在
传统强调生物经济对乡村社区重要性之
外，生物经济与城市的相关性及必要性
也不断增长。清晰诠释生物经济重要性
对赢得社会（投票者）长期参并支持循
环生物经济政策和行动十分重要。“无
论多巧妙，如果政策来自于少数人头脑
而没有深入人心就没有成功机会。”

不要假设生物经济是可持续的
政策设计应支持可持续性所有层面。
相比目前生物经济战略，应更多关注社
会和环境领域。将循环生物经济直接与

引用自Henry Kissinger, 美国前国务卿及政治科学
家。在原文中，Kissinger 先生主要针对外交政策，
这里引用指适用所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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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环境政策（如解决海洋塑料废弃
物不断增加）及其对循环生物经济发展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相关联。寻求生物产
品与生态系统服务（食物，生物多样
性，游憩，水等）协调利益最大化，机
会成本最小化。需要认识到我们不可能
实现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生物经济发展模
式，因为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资本的关键
特征，也是任何生物产品或服务的基
础。在现代社会通常需要生物经济发展
模式支持生物多样性。

确定优先战略路径和主要推动环境
措施 包括 增加碳价格（税，有效排放
交易体系(ETS）并推动所有经济领域践
行低碳发展之路，生物经济将在该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废除支持石化原料及
产品消费和生产的补贴尤为紧急，也需
要研究目前劳动力征税转向资源及能源
消耗征税的可能。增加相应部门层面政
策也需要关注(如在建筑，化学品，塑
料，纺织品，化肥等行业)。提供长期政
策支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这些部门并促
进其更可持续发展。

投资研发与创新，发展新技术
创新不断增长，有效利用资源及过程
、产品和服务可循环将是循环生物经济
的基础。研发对飞跃式发展很重要，如
结合新兴数字化技术与生物技术。支持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关键，同时作为
补充也需要支持企业创新。技能对循环
生物经济成为主流十分重要。提升研究
者，培训者，教育者，企业及公共管理
部门之间联系也很重要。需要更新大学
及技术应用教育机构课程，不仅是生物
技术，生物工程及生物化学，也需要关
注交叉学科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及预
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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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适合法规框架
合法规框架是推动石化产品经济转向
循环生物经济的关键催化剂。这要求所有
关键政策工具，如政府采购，设施发展与
规划等相互协调满足战略需求并创造激励
机制与环境。例如政府采购作为政策工具
潜力巨大，目前政府采购占欧盟GDP的14%
。推动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可循环，
生物基础产品与服务以贡献于资源循环闭
合至关重要。关键目标是清晰、明确界定
政府提供法规执行环境与企业部门实施投
资、商业操作两者分别的作用。操作环境
越复杂，对欧盟、成员国政府及企业间协
调的要求就越高。

增强风险承担能力
新创新通常伴随高风险。循环生物经
济需要政策减少或分担风险，也需要能承
受高风险的融资机制如风险投资基金支
持。例如，2016年欧盟发布泛欧风险投资
基金，其中包括支持循环生物经济投资项
目。绿色债券也成为支持循环生物经济投
资日益重要的资金来源。政府部门可以支
持高风险投资，特别是具有密集正效益溢
出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减少知识分享
风险的研发项目，或投资前沿试点项目、
示范项目及投资支持初创期企业。 最后，
政策行动应当创造长期、稳定法律制度承
诺和环境以支持循环生物经济产品作为石
化产品替代品覆盖所有部门和价值链。

建立欧盟层面共同标准与规定
建立欧盟层面共同标准与规定对于
新循环生物经济产品与服务发展极为重
要。过往众所周知成功案例是欧盟1987
年采纳的全球手机通信系统(GSM）标
准。新循环生物经济产品与服务将获益

于这类统一标准。以木建筑行业为例，
缺乏行业统一标准与规定（如防火规
定）阻碍其在高层建筑中大规模推广使
用。生物来源原材料和经加工的原材料
通常不同于原始原材料，有可能要求适
用不同安全标准。

强调生物为基础的服务
基于数字技术与大数据发展，生
物基础产品相关服务如非物质权力，
服务，设计，研发，咨询，市场营
销，销售及管理等日益重要。其对商
业机会，不同地理位置，价值链不同
部分及技能需求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
究。此外，自然资源为社会提供重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文化服务
(游憩，生态旅游，狩猎)，管理服务（清
洁空气，水土流失控制，气候变化减缓）
，及配置服务（饮用水，非木质林产品如
蘑菇和浆果）。新循环生物经济战略应更
多关注其发展所需的政策和行动，

充分利用森林提供的机会
林业部门的贡献在目前欧盟生物经济战
略中还未得到充分理解。森林作为面积最
大的可再生资源在创新并拓展已有生物经
济思路上极具潜力。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用
传统视角看待森林及林业部门---主要包
括木材，纸浆和纸及生物能源。林业部门
本世纪内将经历快速和多元化发展增加部
门的机会与重要性。例如林业部门已经开
始向纺织，建筑，生物塑料，化学品，及
智能包装领域渗透。与森林相关的服务如
旅游，在很多区域也从次要产业发展为经
济支柱产业。这些为森林贡献于循环生物
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样和不断增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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