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发展现状与
绿色修复预测分析

State-of-the-art and forecas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in China

Hongzhen Zhang. Jingqi Dong.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olvita Klapare, Frank van Woerden

世界银行，World Bank

09/06/2018



目 录

• 1、中国的土壤环境管理现状、问题
与对策；

• 2、中国的环境修复产业发展现状与
预测；

• 3、中国的绿色可持续修复与管理发
展初步建议。



1、中国土壤环境管理的现状

• 抓重点，摸家底；

• 建制度，追责任；

• 定标准，立规范；

• 推试点，下资金；

• 设机构，强能力；

• 督政府，硬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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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环境管理面临的问题

• 一，（风险管控的阶段性划分）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的初级阶段，在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法
规、管理政策、技术导则、标准规范、修复产业、资金渠道和
监管能力等方面依然十分薄弱。尽快构建相对完整、高效的基
于风险的污染土壤环境管控体系的需求十分迫切。

• 二，（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修复的责任体系）中国尚不具备健
全的土壤环境责任体系，在土壤污染污染责任追究、区域土壤
环境质量安全保障和土地环境安全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缺少相关
法规依据、基础监管能力保障和完整的信息档案体系。

• 三，（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水平和软硬件实力不足）中国的土
壤环境监管体系仍十分薄弱，与发达国家针对污染地块的全过
程关键环节的审核管控相比，中国地方环保部门在污染地块的
识别发现、调查评估、治理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各环节仍缺少有
效的监管措施、人员机构能力和技术规范体系。

•



1、土壤环境管理面临的问题

• 四、（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不健全）中国的土壤环境技术导则与标
准体系仍不健全，虽然环保部和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发布了污染场地
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与验收评估的相关导则，但由于目
前国内尚不具备较高的土壤环境监管与修复精细化能力水平，在实
际工作过程中关键特征目标污染物识别、风险评估概念模型构建、
灵活高效的风险管控措施方面仍较为落后。

• 五、（产业发展和技术装备的专业化水平低）中国的土壤环境修复
产业发展仍十分滞后。

• 六、（资金渠道十分单一和死板不够有效）中国的土壤污染修复资
金保障能力仍十分薄弱。

• 七、（高效灵活的政策体系是风险管控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中国尚
缺少灵活高效快捷的基于风险的土壤污染管控决策与协商机制。



1、土壤环境管理面临的问题

• 缺少灵活的管理机制（政府审批混乱和低效），

• 低端的修复产业水平（不敢创新驱动的内在压力
巨大），

• 单一有限的资金渠道（从没钱到不差钱很远又很
近），

• 以上三条，

• 是限制我国污染土壤风险管控能力发展的三个重
要短板。



1、强化土壤环境管理初步建议
• （1）土壤污染的全过程环境管理首先是土地资源社会问题妥善解
决。各类土壤污染修复活动必须与土地资源的再开发活动和当地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受污染土地资源的增值与产
生正面社会效益是高效妥当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根本前提条件。

• （2）土壤环境责任的前置和清晰化是有效节约土壤环境管理社会
成本的最有效手段。

• （3）提升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能力的关键在于强化修
复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修复技术的科技支撑。

• （4）提高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水平的重心在于源头控制
和建立精细化和定量化的农用地土壤污染物通量输入-输出分析的
科学化农田监管系统。

• （5）解决我国矿业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率问题的重点在于建
立区域尺度整体风险管控和系统分析的应对策略。



2、土壤环境管理的宏观战略
• 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需求迫切、基础薄弱，任重而道远。

• 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成败，是当前以提升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策略中任务
周期最长、环保投资最大的环境要素板块之一。

• 当前应本着范围有限、目标明确、措施有力的原则尽快依托行
政手段积累经验和打开工作局面。

• 长远看土壤环境管理策略应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化改革
方向高度一致、一脉相承，须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机制来遏
制土壤污染趋势，推进修复产业。

• 分三阶段实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土壤环境质量提升和土壤生
态环境安全。

• 土壤环境管理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历史与发展阶段特征，上
下结合做好任务分解和实施阶段划分，形成全国土壤环境保护
工作的施工“一张图”和战略“一盘棋”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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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 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资金投入因素；

• 房地产驱动的土地价格和再开发增值驱动因素；

•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环境责任驱动因素；

• 环境政策调整和加强管理因素。



阶段
划分

时间跨
度

发展特征 管理水平 产业发展 社会需求 核心驱动因
素

历史
早期
阶段

1980-
2000

承担农产品产
量和社会经济
发展用地数量
保障

少量调查和服
务于农业的土
壤环境质量标
准

主要集中在西方
发达国家，国内
仅少量外企开展
土壤环境调查

经济增长占主流，
土壤环境保护尚未
提上日程

零散的科学
研究和呼吁

自发
萌芽
阶段

2001-
2010

社会意识没能
落实到实际监
管行动

政府相关部门
开始重视并开
始调查污染底
数

产业规模小，独
立性差，行业监
管弱不规范，年
产值低于3-5亿
元

土壤污染造成的城
镇化土地环境安全

地方政府卖
地和房地产
开发

主动
探索
阶段

2011-
2015

政府部门和科
研界开始实质
性重视

政府仍大量投
入水、气污染
控制，土壤污
染的人力财力
投入很少

土壤环境的咨询、
修复和调查、监
测等企业开始活
跃，环境修复产
业年产值达到
30-50亿元

在中国工业化迈向
中期阶段，土壤污
染成为农产品安全
保障和土地再开发
利用经常遇到的问
题

土壤环境安
全需求和土
地再开发土
壤安全保障

初期
发展
阶段

2016-
2020

土壤环境保护
逐步纳入国家
意志，土壤环
境保护责任逐
步落实

纲领性文件和
原则性的技术
要求，法规制
度逐步完善，“
风险管控”占主
导

环境修复产业得
到发展，预计每
年产值达到100-
300亿元

土壤环境安全高度
重视，行政和法律
制度约束逐渐加强

土壤环境保
护的国家意
志和民众意
识提高

逐步
发展
阶段

2021-
2030

土壤环境保护
的社会治理体
系逐步形成

掌握土壤环境
信息和保障土
壤安全利用

土壤环境产业成
熟，市场规模和
投资比例合理，
预计产值达到
500亿元／年

土壤可持续安全利
用和土壤生态环境
质量安全占主流

社会环境意
识和健全的
社会治理制
度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规模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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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修复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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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产业地位和权重分配现状
（左图）与合理比重（右图）



市场成熟期环境修复产业板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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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阶段名称 优势或特征 产值和规模
2011
（ 2007 ）
年-2015年

传统产业
时代

环境修复的萌芽时期，环境修复的产值和规模不稳
定，环境修复技术主要依托传统的土建公司技术或
固体废物处置技术。环境修复的产业以房地产和地
价驱动为主，修复技术以快速和异位修复为主。修
复技术含量低，商务模式以传统的行业经济模式为
主。环境修复的行业监管水平低，相关技术规范和
管理规定少，行业法规基础薄弱。

低于50亿元/年

2016 年 -
2020
（ 2025 ）
年

资本重组
产业时代

环境修复的发展时期，环境修复的法规、政策、技
术、监管、基础和能力逐步提升。“土十条”发布，
首先刺激资本巨头的大量涌出，传统的公司和技术
会被逐步取代。专业的和技术含量高的分包公司和
环境检测公司获得大的发展机遇。行业中政府管理
部门、修复公司、咨询机构和科研院所共同完善产
业相关政策和技术规范。产业发展中的弊端逐步被
解决，产业走向正轨和规范化管理。

从100亿/年逐
步发展到 300
亿/年

2020 年 -
2050年

产业成熟
时代

环境修复的成熟时期，环境责任驱动的修复产业占
到主流，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完全解决。中国逐步形
成激励创新和符合国情的环境修复监管、技术和公
众参与机制。完成从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预防、调查
评估和控制修复到土地再开发全过程的环境修复和
管理体系。环境修复行业逐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强，
囊括环境咨询和修复施工全方位的巨头企业。形成
绿色和可持续修复的管理和技术体系。

维持在300亿/
年至500亿/年



1、中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特征

虽然“土十条”等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和技术文件的发布，
可以带来环境修复产业发展春天的气候条件，然而中国尚不具
备环境修复行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土壤环境”。

我们若要想幸福的沐浴政策春风，仍需努力和时间去逐步培育
修复产业化种子在中国大地上顺利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先决

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基于风险的土壤污染管理政策和监管框体
系、创新导向的修复产业技术发展模式、符合国情的产业融资
和投入渠道等。

环境修复产业作为综合性强、技术含量高和政府引导性强的实
体经济模块，产业化发展并形成中国新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仍
需要一系列的产业短板补齐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需要监
管部门和从业人员齐心协力、勇于探索、大胆革新、精心培

育、勇于摒弃和稳步推进，才能迎来修复行业如日中天的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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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污染场地管理政策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国家主管部门的指挥和控制阶段
• 场地分类采用简单的土壤污染物数字浓度（标准）；

• 业界和公众不信任风险评价，看起来像是允许污染物留在原地保留的数字把戏；

• 解决方案主要是完全清除或封存；

• 规定就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

• 第二阶段：灵活的国家法规为地方特定场地的决议创造条件
和空间

• 基于风险的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认可；

• 污染场地政策与空间规划结合；

• 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

• 政府和私人联合投资成为优先选项。

• 第三阶段：利用法规为私有团体参与土壤修复创造机会并扫
清障碍

• 成本政府与私人的分担；

• 修复失败风险的分担；

• 修复后残留污染的可能责任和义务。



GSR在中国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修复中二次污染控制和防止过度修复
• 主要针对业内人士的宣贯；

• 健全风险管控的制度体系和标准规范；

• 推进修复工程的定量化和设备的专业化；

• 逐步突破目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探索灵活的土地利用规划与修复管理。

• 第二阶段：修复的绿色可持续定量评估与考核体系
• 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定量化描述与精细化概念模型的构建；

• 修复工程的单位能耗、水耗、节能减排效益测算与间接环境效益测算；

• 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

• 第三阶段：从风险管控过渡到Smart regeneration的过程
• 土地利用的早期在开发规划与场地污染修复的密切结合；

• 土地景观设计与空间规划纳入进来；

• 修复中咨询业的份额比例扩大并积极引入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



Steps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Action Plan
• Pollution Liability

• Contaminated Site Inventory and Mapping

• Planning Frameworks

• Planning Model as a DST for Site Prioritization 

• CBA as a D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 CBA as a DST for Individual Sites

• Financing Options 



Pollution Liability

• Pollution liability needs to be urgently clarified in 
China, through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cesses and 
needs to include all closed and active/operating 
industries and other ‘orphan’ sites.

• Also critical to define historic contamination under 
special regime versus recent contamination (spills 
etc.) that need to be cleaned up immediately and 
fully



Contaminated Sites Inventory, 
Mapping and Registry

• Strong inventory and contaminated site mapping, 
as well as a detailed plot-by-plot inventory, are 
needed [long-list  short-list]

• Detaile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systematic 
and full site inventories in both operating and 
closed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other potentially 
contaminated sites) need to be urgently issued

• Publicly accessible registry of contaminated sites, 
required measures and land-use restrictions
 (pilot in 2-3 provinces?)



China: Managing 
Contaminated Sites – Analytical 

and Advisory Services Report

Recommendations

World Bank / CAEP

May 10, 2018



China: Managing 
Contaminated Sites – Analytical 

and Advisory Services Report

Recommendations

World Bank / CAEP

May 10, 2018



Planning Frameworks

• A planning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contaminated 
site management into urban planning by 
governments, considers long-term objectives, and 
is based on developing and piloting new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overall land risk contro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safe reuse of land needs to be adopted in China

• Now much money wasted by full cleanup of sites 
that could have done with less remediation



Planning Model as a DST for Site 
Prioritization
• The sit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remediation plans 

need to become part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or 
at least influence urban planning

• Use of planning frameworks and models needs to 
be encouraged as a DST to ensure proper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land us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authorities in the absence of detailed 
site inventories



CBA as a D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Carefully designed CBAs at city,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levels will help inform the potential 
economically efficient land use planning practices, 
achieve efficiencies, and decide on most appropriate 
levels of public financing needed to address the soil 
contamination problem



CBA as a DST for Individual Sites 

Tools such as planning and CBA models need to be 
mainstream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assess financial, economic,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ociet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and help decide on 
the most beneficial remediation and redevelopment 
alternative



CBA as a DST for Individual Sites

CBAs will assess costs and benefits comprehensively 
and support decisions on the most cost-efficient 
way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mediation goals based 
on risk considerations are not yet routinely used in 
China 



CBA as a DST for Individual Sites

Case study undertaken showed the significant 
savings that can be achieved if alternative 
remediation scenarios are carefully assessed, 
resulting in savings of as much as 80 percent of 
remediation costs and increase of monetized and 
nonmonetized net benefits four-fold and nine-fold,
respectively. 



Financing Options 

• China will need huge amount of financing in the 
next decades to address soil contamination issues

• Development and piloting of innov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multi-source funding options and 
modalities—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Cost-saving illustration

Scenario (see 

Section 5)
Description

Numbers of sites that 

can be remediation with 

2016-2020 budget of 

150-200 RMB billion

Net monitized benefits

RMB billion at 

investment of 150-200 

RMB billion

Scenario 1 The strictest 

remediation scenario at 

no risk/zero-risk level

1,000–1,300 39–52

Scenario 2 Risk-based 

remediation, with 

predefined land uses

3,300–4,400 129–172

Scenario 3 Adjusted future land 

use types and use of 

phased approach

8,300–11,000 322–429



Total Benefit estimation of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funding amount in 2016-2020

Row 

No.

Scenario 1

Cleanup to 

background

Scenario 2

Risk-based 

method

Scenario 3

GSR

1
Total Investment  

(1 billion RMB)
150-200

2 Case Rem Cost ('000RMB) 11,301,603 3,507,050 2,577,438

3 Saving rate 1.00 0.31 0.23

4 avg Rem Cost (RMB/m3) 5000 1552 1140

5
Rem Vol with total Inv. 

(1,000,000 m3)
30-40 97-129 132-175

6 No. of Rem Sites with total Inv. 1000-1333 3223-4297 4385-5846

7
Rem Area with total Inv. 

(1,000,000 m2)
10-13.33 32.23-42.97 43.85-58.46

8
Case Benefit (health 

reduction, '000RMB)
5,823,740 5,655,760 5,116,800

9 Case Health benefit/ Rem Cost 0.52 1.61 1.99

10
Rem. Benefit of Land Price 

(mRMB)
38260-51013 123294-164392 167763-223684

11
Rem. Benefit of Health 

Reduction (mRMB)
77295-103060 241902-322537 297784-397045

12 total Benefit (1 billion RMB) 116-154 365-487 466-621



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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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绿色可持续修复与管理
发展4条建议

•营造利于进入环境修复产业的外部环境

•用发展的眼光正面积极看待土壤环境保护问题

•关注土壤环境安全与环境产业发展的社会公平

•尽早健全有效预防土地污染管理机制



营造利于进入环境修复产业的外部环境

• 提供行业讯息和从业人员交流平台。环境修复行业在技术、规范、设备、材料、检
测、模拟等方面的技术集成度和创新要求高，环境修复技术的改进和突破在日新月
异的发生变化。构建行业技术交流平台的需求十分迫切并将长期如此。比如美国的
SURF、CLIN-IN等网络平台，在技术交流、政策分析和人员培训等方面，都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 打破僵化的行业、区域利益壁垒。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在土壤修复环境监管领域的欠
缺和修复行业几乎没有入门壁垒以及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目前强势进军修复领
域的几类机构包括：1）具有雄厚资金背景的集团化上市公司和已经具有近十年经验
的大型环境修复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具有环保产业比较成熟的商务经验或相关技术
储备；2）典型行业大型实业集团公司，如石化、钢铁、化工、有色等，在中国事业
经济实在不景气的前提下，这些国字头的大集团也都瞄准了环境修复产业的蛋糕，
并且惦记着自身造成的污染场地的资金盘子；3）具有欧美日韩等先进技术装备为依
托或者国内传统的环保产业中小型公司，他们也希望基于自己在技术或市场上的一
脉之长在修复产业内淘金；4）原来在地质环境、岩土钻探、大宗材料、环保机械等
领域的专业公司，也希望结合自身的相近专业优势向修复领域拓展。这些潜在的新
生力量注入，如果能够很好的引导、扶持，营造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坚决打破地方或行业垄断，严格环境监管控制修复产业的二次污染和危害，必然能
够为环境修复产业的大繁荣奠定基础。



用发展的眼光正面积极看待土壤环境保护
问题

• 土壤环境治理不是发展的包袱，土壤环境保护也不是发展的约

束，而是新时期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驱动的新的动

力和增长点。环保产业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

要经济增长点，土壤环境的预警、调查、修复等产业属于技术

密集度高、创新驱动需求强的产业类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的历史机遇期，通过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土壤环境

行政监管和土壤环境产业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金融、

技术等手段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妥善解决土壤环境安

全问题的必然和可行的途径。



关注土壤环境安全与环境产业发展的
社会公平

• 由于土壤环境管理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复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以及政

府所主导的社会意识主流媒体宣传。土壤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和

土壤生态环境安全的社会管理方向是在有限的科学认识、信息传递

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尤其是现阶段政府部门主导的土壤环境调查和

治理修复示范阶段，应慎重选择土壤环境保护先行区域，合理选择

土壤环境监管和修复示范项目资金投入，完善土壤修复产业调控机

制和技术优选模式，充分把控现阶段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管控”这

一核心要求，探索符合重点区域、典型行业土壤环境保护特性的工

作机制和发展模式，确保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成果符合大多数人民群

众的利益诉求。



尽早健全有效预防土地污染管理机制
• 中国严重的土地污染问题，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各有侧重的原因。全国遍地大力发

展能源资源消耗集中的行业、次生污染排放严重的行业、相对低端的工业制造行业，

且长期不能有效受控的工业生产环境是土地严重污染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企业生产

和堆存原辅料的厂区土壤环境的监管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针对企业点源水、气排放的

监管虽然已有进步，但典型行业如煤化工、低端制造业、有色冶炼等高污染行业，企

业长期经营生产导致的无组织排放土地污染，大量的在产企业土壤环境底数不清、拟

搬迁或搬迁企业遗址尚未调查清楚、大量已经转换利用方式的历史遗留污染场地信息

缺失等，导致中国污染地块的发现机制和有效识别任重道远。在“十二五”之前，以

及目前除少数东部省份外，中国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污泥处理处置等基础设施能力

和监管水平也急迫需要加强，工业废物和废液违法倾倒的行为依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以上这些情况，为中国构建有效的土地污染预防机制带来很大麻烦，另外农业生产和

历史遗留在环境中的污染物质对农村土地和河流生态的局部区域严重危害问题。土地

污染的预防和预警机制、基础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仍需时日。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http://www.caep.org.cn

Please vis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