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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洁能源投资泡沫是否破裂？
文/John O’Brien

在

过去的一两年内，全球清洁能源投

可能在未来投资清洁技术领域时，做出

资领域没有什么好消息传出，尤其

正确选择。

是在中国。那些曾经获得了大规模投资的
知名公司，从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失去投

中国清洁技术指数（China CleanTech
Index）给出了一个衡量上市的中国清洁技
术公司的标准。该指数涵盖了中国近150

历史表现

家企业，总市值接近6500亿元人民币，该

资者的信任，他们也未曾想到自己公司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清洁技术投资在中

指数第一次描绘了中国清洁技术行业成

股价会一落千丈。引起这一局面的原因是

国发展迅速。我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涌

长的一部分。该指数以企业市值作为衡量

该行业的商业化进程远远超过了预定计

现出许多全球领先的企业，这其中不仅包

标准，每季度调整一次，是一个全球性基

划，政府支持转向，预计的现金流也有所

括太阳能和风电领域的企业，同时，许多

准指数。该指数于2011年2月达到顶峰，总

减少。许多中国清洁技术公司如今的股价

分布在水资源、垃圾、水电、能源效率和

市值达到9110亿元人民币。

只剩下12个月前其股价的零头。

其他清洁技术细分领域的企业也迅速发

总体来看，中国清洁 技术指数在过

展起来，在这些领域中，出现了很多投资

去的几年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表现。截

成功的案例。

至2012年9月底，在三年之内中国清洁技

伴随着这些坏消息，我们不禁要问，
到底是清洁技术行业的泡沫永久地破裂
了，还是这仅仅是未来重点市场成长过程
中的短期走弱？
通过仔细观察中国清洁技术市场，我
们发现该领域不同的企业表现也截然不
同。清洁技术包括许多不同的细分领域，
因此，每个领域的市场需求和投资喜好
也大相径庭，投资者应该充分地了解这一
点，以便抓住最好的赚钱机会。
对于投资者而言，抓住以下三个基本
点将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找到和把握更
有价值的清洁技术投资机会。第一，中国
清洁技术企业的历史表现如何？为什么某
些处于不同领域的清洁技术企业的表现
会超出整体市场表现？第二，国家政策和
全球投资市场如何影响中国清洁技术企
业的命运？第三，气候的变化如何影响清
洁技术解决方案的发展？
一旦理解了这些基本点，投资者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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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数的表现差强人意，损失超过50%，

中国清洁技术指数表现

同期全球清洁技术股票领域的损失仅为
8%，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5%，而摩根士丹
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 World Index）上升
了16%。分析指数背后的数据我们发现，
在过去18个月内，中国清洁科技领域的实
际损失达到了60%。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中国清洁技术指数 (CCTI)

77.5%

-9.6%

-48.0% -11.7%

-28.0%

-56.5%

全球清洁技术指数 (CTIUS)

38.1%

7.3%

-18.3%

2.8%

5.7%

-8.1%

中国上证综合指数 (SHCOMP)

80.0%

-14.3% -21.7%

-6.3%

-11.6%

-24.9%

9.6%

6.2%

18.8%

16.4%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 27.0%

2012年第三季度

-7.6%

资料来源：中国清洁科技公司

为详细分析中国清洁技术指数，先
后又开发了八大分项指数。在截至2012年
9月前的12个月中，中国垃圾指数（C h i n a

过去12个月 过去3年

中国清洁技术分项指数表现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第三季度

过去12个月

过去3年

中国能效指数

102.4%

31.8%

-60.4%

-12.6%

-34%

-49%

现最突出的仍是中国垃圾指数，中国环保

中国环保指数

157.4%

13.5%

-31.1%

-9.1%

-27%

-12%

指数（China Environment Index）紧随其

中国太阳能指数

92.4%

-13.0%

-57.5%

-26.3%

-51%

-75%

后。而近几年来表现最差的是中国太阳能

中国储能指数

141.0%

-15.1%

-36.6%

-6.8%

-12%

-39%

指数（China Solar Index）。

中国垃圾处理指数

65.7%

99.1%

-25.9%

5.5%

-9%

104%

中国水资源指数

113.5%

9.6%

-49.7%

-6.8%

-17%

-38%

中国水电指数

78.9%

-35.6%

-23.0%

-11.4%

-8%

-53%

中国风能指数

45.8%

-21.0%

-57.7%

-11.5%

-46%

-74%

Wa s t e I n d e x）和中国水电指数（Hyd r o
Index）的表现最佳。在过去的三年中，表

太阳能变革与垃圾处理的繁荣
太阳能行业在过去经历了巨大的成
功，中国太阳能产量的迅速扩张一跃占据

资料来源：中国清洁科技公司

了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该行业也经历了
全球太阳能市场的巨大变革。这些变化最
初是由政府的扶持政策和税收所引起的。
彭博新能源财经（B l o o m b e r g N e w

瓦，截至2012年底，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

4月成功登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市场。在

成为全球第三大太阳能光伏市场。

短时间内，三宏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Energy Finance）预测，2012年全球安装的

太阳能行业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

的产能从每年25000吨增加至每年75000

太阳能光伏总装机容量将达到31000兆瓦，

市场，各国政府的补贴有力地推动了太阳

吨，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

比2011年安装的28000兆瓦增加了11%，比

能市场的发展。与之相比，中国垃圾处理

对再循环的大力推广。

2010年安装的18000兆瓦增加了72%。数据

行业更多地关注于本土市场，该领域的中

表明，太阳能市场仍在迅速增长。

国上市公司数量非常少。截至今年9月底，

政府激励和全球金融危机

到目前为止，超过90%的中国制造的

中国垃圾处理指数的综合市值仅为160亿

正如本文前边所提及的，由于各国政

太阳能电池板都出口海外，美国和欧洲是

元人民币，而中国太阳能指数的综合市值

府在国际市场中优先考虑的重点发生了

最主要的市场。2011年，欧洲从中国进口

为740亿元人民币。

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清洁技术细分领域

的光伏产品总价值约为265亿美元。为弥

在对垃圾管理、垃圾循环以及循环

遭到了沉重打击。出现这些改变在很大

补国际销售的减少，并刺激本土需求，中

经济的刺激带动下，中国的垃圾处理行业

程度上归因于全球金融危机，在此影响

国政府于2011年底开始在全国执行太阳

正在逐步成长。以三宏再生资源科技有

之下，各国政府开始通过减少补贴来降低

能电价补贴。2010年，中国太阳能装机容

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聚

短期内的财政支出。

量仅为893兆瓦，2011年新增加了1700兆

丙烯再循环公司，总部设在福建，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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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大量专注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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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减缓和可持续发展措施的企业。

成长，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环境的改善。由

为，进化使得人类的大脑对其他类型威胁

随着各国政府开始倾向于管理本国短期

于中国清洁技术出口商所享有的政府协

的反应非常迅速，而环境改变这种威胁在

的经济效益，这些长期才能产生效益的

助和补贴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

他所进行的四种测试中都没能让被测试

环保计划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家，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群体迅速做出及时反应。人类能够轻易

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影响是，随着经

发达国家已经停止了对清洁技术领

感知并迅速做出反应的威胁有四种。首先

济增长率的减缓，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增长

域的支持，而中国政府仍在大力鼓励并

是故意性威胁。人类的大脑对其他人类

率也明显减慢。这也促使政府缩减碳排

支持同类型企业，这使得中国的清洁技

对其造成的故意伤害反应非常强烈，而气

放所支付的津贴补助。

术企业取得了卓越的发展，并在全 球清

候改变不能归结为有些人故意释放二氧

在美国，职业保障是一个被关注的重

洁技术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

化碳。其次是不道德类型的威胁。大脑对

点。美国政府认为从中国进口廉价的太阳

此时有许多企业的股价遭遇到了严重打

于那些它认为违反社会道德的事情反应

能和风电产品导致了美国的失业率，因此，

击，但这只是短期的表现，中国政府的支

很强烈，而气候改变并没有违反人类的道

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产品进行一

持和鼓励将会持续促使中国清洁技术市

德观。第三是逼近的威胁。大脑对于近期

定的补贴来弥补其损失。这引起保护贸易

场全面发展。

的、会产生恶劣后果的危险反应强烈，而

论者的注意，进口关税也因此而提高。
发达国家近期的大选导致这一切变

气候改变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未来的威

可持续性发展的心理学

胁，而不是直接的、近期的威胁。第四是

得难上加难。民主政 治有很多 优势，但

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和清

即时性威胁。当大脑发现它周围发生了快

其 在长 期 结 构 改 造的 执 行层面非常薄

洁技术问题的理性分析都会导致出现目

速改变时会及时作出反应，而环境改变是

弱。像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

前的这些鼓励行为，这些鼓励行为能够

逐渐发生的。

权力要远远高于欧洲国家和美国，因此

避免未来更多支持性行为的风险。然而

为了开发一种成功的清洁技术投资

这些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能够更好地

这种所谓的理性立场并没有被其他学科

策略，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这对企业未来的

抓住机遇。

领域广泛接受。

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清洁技术领域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在推

当在全球层面上发生这一转变时，清

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引发以上四种威

动环境保护、净化空气、提高水质、提高

洁技术领域的潜力将完全释放，大规模的

胁中的任意一种，那么其产品或服务将会

土地质量等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这些

企业将异常快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一

快速发展并广泛被接受。因此，能够快速

举措包括关停效率差的重污染工业，鼓励

转变在目前发生得非常缓慢，同时在很大

处理可见污染、产生即时影响或解除直接

高能效企业和经济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程度上依然依赖于政府的鼓励和扶持。

健康威胁的清洁技术解决方案将会非常

的发展等，但这实际上对行业的发展仅仅

清洁技术领域之所以没有能够快速地发

受欢迎。

起到一个辅助效果。

生革命性改变，是因为行业倡导者、政策

例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三宏再生资源

制定者和投资者的心理因素。

对于那些只能产生长期收益，有利于
减少污染排放量的产品或服务更需要一

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将聚丙烯再次

这 是 一 个在讨 论 投资 策 略 时 没有

些非环境因素来使其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循环使用到其他聚丙烯产品中，以减少垃

被广泛考虑或者很少被提及的领域。哈

能源效率解决方案能够快速获得财务回

圾填埋污染的企业。该企业产能的成长将

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

报，减少水资源需求量，提高水资源效率

有利于增加垃圾转化的效果。为了帮助其

（Daniel Gilbert）开发了一套关于为什么

的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未来水资源短缺

扩张，当地政府给予这家公司一系列激励

人们长期致力于气候改变和可持续发展

所带来的风险。这些清洁技术细分领域中

政策，包括划拨土地使用权、更简便的审

却迟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理论。

的企业都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

批手续、税收减免、能源成本减免等。这

吉尔伯特教授称，人类大脑缺乏对

些政策措施有效地鼓励了创新型企业的

气候变化这类威胁做出及时反应。他认

（作者系澳大利亚清洁技术 公司董事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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