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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従着力解决環境公害事件到大力提高資源利

用效率到抑制廃棄物的産生，日本進行環境保護的

重点在不断変化和深入，2000年日本政府制訂了

《建立循環型社会基本法》，日本従政府政策、市場

機制、公衆配合三方面不断推進循環型社会的建設。
関鍵詞：日本；循環型社会；政府政策；市場機

制；公衆配合

引　　言

　　環境汚染與生態破壊是伴随着社会的高度産業

化而出現的現象。至今為止，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

是社会主義國家，環境問題都是生産力高度發展過

程中的煩悩。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産業活

動而産生的大気汚染和水質汚染，在日本發生了諸

如骨痛病、水俣病等環境公害事件。由于公害問題

的厳重性，日本政府在60年代與70年代制定了一

係列関于工業汚染的環境政策。但在 “泡沫経済”
的80年代后期，急劇増加的廃物量対于廃棄物処

理場地的需求不断増長，政府不得不強化対廃棄物

的管理政策。90年代至今，日本社会対環境保護

的呼声越來越高，這要求日本在21世紀必剋服其

環境與資源限制建立新型的社会経済体係。

１．“循環型社会”的内涵

　　“循環型社会” 就是一個資源可以循環利用的

社会。其特征包括：抑制廃棄物的發生；循環型資

源的循環利用；依靠適当的処理処置方法，控制天

然資源的浪費，尽可能的減低環境負荷。它建立在

資源的合理、充分、節約利用的基礎上，同時使廃

棄物再次資源化，実現資源共享、綜合利用，最終

形成一個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的社会。在這一社会

中，集中体現了経済效益、環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統一。
　　建立 “循環型社会” 是通過發展循環経済來実

現的。循環経済（recycle economy）的思想萌芽可

以追溯到環境保護思潮興起的時代。作為循環経済

的早期代表，20世紀60年代美國経済学家 K. 鮑尓

丁提出了 “宇宙飛船理論”。1） 従経済發展的視野中

思考環境問題的産生根源，宇宙飛船経済要求以新

的 “循環式経済” 代替旧的 “単向綫性経済”，它

意味着人類社会的経済活動応該従以綫性為特征的

機械論規律転向服従以反饋為特征的生態学規律。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各種対策相継出現，其中有著

名的羅馬倶楽部的 “零増長理論”、戴利的 “穏態

経済理論”、庫普斯的 “資源高価理論” 和 “消費

限制理論”、柯尓姆的 “環境使用税理論”，以及託

賓等人的 “福利経済指標体係理論” 等。
　　但是，國際社会最初進行的環境保護実践中，
循環経済的思想與理念只是曇花一現，人們並没有

沿着這条綫索行動並發展下去。相反，世界各國普

遍采取了先汚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方式。対于汚染

的治理也是従源頭治理到全過程治理，従汚染物的

濃度控制到総量控制。直到90年代，可持続發展

思想的普及促進了源頭預防和全過程控制逐漸替代

末端治理，成為國際環境與發展政策的主流，環境

保護開始延伸至経済係統当中，並逐漸並入循環経

済的發展理念，發展循環経済已経成為國際社会的

一個大趨勢，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経済、建立

循環型社会看作是実施可持続發展戦略的重要途径

和実現方式。

２．日本建立循環型社会的發展過程

　　日本在協調發展経済和保護環境之間関係的過

程中，其主要矛盾是在不断変化的。従主要矛盾出

發，大致可将日本建立循環型社会的發展過程分為

以下四個階段。

2.1　大力發展経済階段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戦戦敗以后経済蕭条，失

業人数不断増加，社会極為動蕩，引發了一係列社

会問題和矛盾，為了重建戦中荒廃了的國土，縮短

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圀超先進國家，日本在美國的

扶持下，采取了 “生産優先” 的経済政策，片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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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工業化發展，挙國上下不顧一切地致力于産業

復興、科技開發與経済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全國

各地到処都在進行無視于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工廠作

業。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様経暦了高度工業發展

時期而進入現代化工業社会，在現代化工業社会的

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化工業模

式，即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廃棄的模式，経

過半個世紀的経済高速増長，自20世紀50年代中

期開始，追求成為経済大國的目標，到了20世紀

60年代末日本已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

経済強國。

2.2　公害処理階段

　　這種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廃棄的工業経

済發展模式在帯來経済快速増長的同時，也造成了

環境的厳重汚染和資源的極大浪費。日本経済的高

速増長，是以対環境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和破壊為代

価，従而使環境汚染和生態破壊日益厳重，特別是

工砿企業対排放物未経任何浄化処理，直接排向沿

海地区的大気、河流和海水，従而使得含有大量有

害物質的廃棄物厳重汚染和破壊了外界環境和生態

平衡，使得環境問題成為日本突出的社会矛盾，尤

其是與之密切相関的導致“震動全國的四日哮喘病、
熊本水俣病、新瀉水俣病和富山痛痛病等四大公害

事件。” 随着上述厳重的環境問題的頻繁出現，日

本挙國出現了反公害，反汚染的國民輿論，在此形

勢下日本政府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対策基本法》，
在1970年召開了臨時國会，制定了防治公害的６

部法律，並対原有的相関的８部法律進行修正，在

此基礎上対企業的環境汚染限制日益厳格，企業的

環保投資大量増加，由于実施了厳屶的公害防止措

施，1970年后，産業型公害鋭減。

2.3　着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日本是一個地域狭小、資源匱乏的國家，維持

其経済高速運転的能源基本上都要依靠進口，2） 在

這種状况下，只要國際和平環境不変，國際能源市

場穏定，日本在國外的能源生産基地和向國内的能

源供給渠道是可以確保運営的，國内産業發展的能

源保障是安全的。但是，世界在千変萬化，影響日

本能源 “安全保障” 的因素很多，例如，1973年、
1978年的石油漲価対日本一些大量需要石油資源

的産業衝撃很大，従而造成了整個國家経済的大危

機。所以，日本萌生了節省能源、節省資源的新理

念，開始従高投入、高産出向重視節能降耗方向転

変，積極尋找経済發展的新出炉──發展環保産業、
節能産業、資源循環利用産業等。這一時期，日本

政府制定了以開發節能技術為宗旨的 “月光計壤”，
並頒布了《節能法》，対各行各業如何合理使用能

源做出了具体規定。在上述節能政策的推動下，日

本企業競相開發節能型産品，並由此而使其産品的

國際競争力大幅提昇。其低能耗汽車不僅称雄于國

際市場，而且國内需求也有所拡大。其節能型家電

産品的耗電量従70年代開始持続下降，到90年代

末，耗電量已降至1973年的一半。

2.4　着重抑制固体廃棄物的産生

　　随着経済發展，國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專夐排放量成倍増加，3） 造成專夐処理緊張、不法

排放屡禁不止，以及專夐処理過程中産生二悪英等

有毒化学物質造成環境汚染等厳重的社会問題。尽

管做了大量減排処置方面的努力，但毎年的最終填

埋量還是達到6000萬噸。峇一方面填埋処置場的

使用年限在逐年減少，以2000年底的統計，一般

廃棄物填埋処置場的使用年限為12年，産業廃棄

物僅剰３～４年，在首都東京問題更為突出。峇外，
近年來排放的廃棄物質量也發生了很大変化，不易

自然分解、加工処置容易産生有害物質的廃棄物越

來越多，対環境構成很大的危害。所以，目前日本

建立循環型社会的重点已開始針対日益緊迫的廃棄

物処置問題。

３．政府政策

3.1　制訂相関法律和戦略規壤

　　推行循環経済是一件綜合性十分強的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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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部門、各行業的合作與協調。在日本，為建立

循環型経済社会，経済産業省、環境省、國土交通

省、農林水産省等各行政部門各自制訂環境政策，
互相補充，通力合作。各相関部門相互配合、多領

域合作構築了日本循環型経済社会。為建設循環型

社会，發展循環経済，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
制訂了一係列有関循環経済的法律法規（表１）。

　　這些相関法律的制訂和実施，使日本在發展循

環経済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前日本的循環経

済立法体係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図１）4），這也保

證日本成為了資源循環利用率最高的國家。
　　並且日本各級政府把發展循環経済推進循環型

社会的形成納入経済和社会發展的総体戦略規壤和

日常管理之中，成為國民経済和社会管理的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2003年，日本政府根据《促進循環

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制定的《促進循環型社会形成

基本計壤》，明確提出了到2010年建立循環型社会

的総体目標，作為國家基礎性計壤之一，該計壤対

推進日本循環経済的發展和循環型社会的建立正發

揮着重要的指導作用。

3.2　実施産業傾斜政策

　　在50年代，為扶持重工業發展，日本政府采

取了向重工業傾斜的産業政策。随着各國対環境問

題的関注以及環境因素在國際貿易中影響的増強，
為發展循環型社会，提高産業素質及産品國際競争

力，日本政府也対采取環保措施的企業実施了産業

傾斜政策。在預算方面，為支持中小企業環保技術

的開發，政府補助技術開發費用率最高可達50％。
対于将循環経済3R 技術実用化、技術開發期在両

年以内的新産業，政府補助率最高可達費用的三分

之二。対于引進節能設備的企業也給與一定的資金

補助。日本的産業傾斜政策増加了企業發展循環経

済的積極性。20世紀90年代，為了解决廃棄物処

理及填埋場不足等問題，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汚染，
日本政府開始加強対廃棄物的管理和循環利用，由

此推動了日本静脈産業的發展。循環型産業正成為

日本経済的新増長点，日本建立循環型社会並不否

認経済發展，而経済増長方式的転変必将促進現有

産業、企業開辟新的發展空間，並孕育新産業的發

展。目前，在日本通過加強 “三廃” 綜合利用、充

分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資源、延伸産業鏈以及

發展以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廃物回收再循環

利用為目的的社会中介服務機構等方式，開辟了衆

多的新生産領域，増加了大量的新就業崗位。

3.3　建立循環経済技術係統

　　發展循環経済必須建立與之相適応的新的技術

体係。1999年，日本通産省在題為 “循環経済藍図”
的報告中提出了以零排放為目標的循環経済技術係

統，2001年以后，零專夐型、資源循環型技術研

究被作為環境領域今后５年内応該重点努力研究的

領域之一。零排放是指一種産業生産過程中排放的

廃棄物成為峇一産業的原料或燃料，従而通過資源

循環利用使相関産業形成一種生態係統，即産業生

態係統。零排放是実現循環経済的重要途径。日本

以零排放為目標的循環技術係統包括五個方面：生

命周期評価技術、廃棄物減量化技術、資源循環利

用技術、廃棄物資源化的産業鏈技術和廃棄物回收、

表１　日本的循環経済法律法規

制定年嚴 法律法規

1970年 《廃棄物処理法》

1991年 《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

1993年 《環境基本法》

1995年 《容器和包装物的分類收集與循環法》

1998年 《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

2000年 《建立循環型社会基本法》

2000年 《廃棄物処理法》（修訂）

2000年 《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修訂）

2000年 《建築材料循環法》

2000年 《可循環食品資源循環法》

2000年 《緑色采購法》

2001年 《多崕聯偐廃棄物妥善処理特別措施法》

2002年 《車輛再生法》

表１　日本的循環経済法律法規

制定年嚴 法律法規

1970年 《廃棄物処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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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容器和包装物的分類收集與循環法》

1998年 《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

2000年 《建立循環型社会基本法》

2000年 《廃棄物処理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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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交易係統。中央環境審議会還針対 “綜合性、
戦略性進行環境研究、促進環境技術開發的策略”
進行了審議，強調了対解决廃棄物最終処理場不断

減少的問題和以減緩温室気体效応目標為基礎的環

境問題等的研究，同時提出為了建立今后循環型経

済体係，要促進新的再循環技術及有利于防止全球

気候変暖的地球環境技術的研究開發。同時，越來

越多的企業開始自行發展産品回收処理設備。如今，
松下電器、日立電器正把大量針対專夐処理的家用

電器源源不断送進市場。日本相関的研究機構、大

学和企業，囲繞着循環経済的主題，進行了大量具

体的研究工作和技術開發，這些研究的成菓都必将

推動日本的循環経済型社会的發展。

3.4　開展多渠道環境教育

　　日本各行政部門、企業界、民間団体和個人相

互合作，共同努力，綜合推進従幼兒到老人各個年

齢層在学校、家庭、企業、社会等多個層次的環境

教育和環境学習。同時，為適応環境政策動向，推

進環境行政效菓，提高國家及地方公共団体環境行

政負責人員的資質、能力，政府還推行環境研修。
峇外，日本不断充実其環境宣伝手段，通過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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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報紙、雑志等各種媒体進行宣伝活動，通過

制作、分發宣伝小册子宣伝環境保全的重要性，以

提高國民的環境意識，同時還在互聯網上開設緑色

購物網（GPN）、緑色消費者全國網為消費者提供

商品的環境信息。而且鑒于環境教育対推進日本循

環型社会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于2003年７月通

過《環境教育推進法》，並于2003年10月１日開始

実施。自此，日本的環境教育獲得了自己的法律地

位和保障。

3.5　制訂循環経済財政預算

　　為剋服由地球温暖化、廃棄物等問題対経済發

展的制約，増強以環境技術和環境経営為核心的産

業競争力，發展循環経済，日本政府制訂了相関的

財政預算，日本國会毎年通過的與環保有関的預算

超過１萬億日元，其中用于專夐処理和再利用的預

算約1500億日元。2003年為建設循環型社会日本

相関的財政預算為35.1億日元，2004年為24.7億日

元，尽管用于循環経済的財政預算梺総預算的比例

還很低，5） 但日本政府已経開始為發展循環経済給

予経済支持。

3.6　政府実施緑色采購

　　日本2000年制定了《緑色采購法》，于2001年

４月開始全面実施，即《関于通過國家等推進環境

物品采購的法律》的通称，該法規定了國家機関和

地方政府等単位有優先采購再生産品等環境友好型

産品的義務，要促進有利于緑色采購信息的伝播，
日本政府各機関在購買商品如紙類、文具用品、設

備、家電産品、照明、汽車等物品時，都要購買減

少環境負荷的環境友好型産品，這一行動已経在日

本取得了較好的実施效菓，産生了減少環境負荷的

效菓。6） 2003年政府復印紙等辧公用紙、文具類和

儀器類的緑色采購已梺実際采購的95％以上，2004

年政府所有的普通公用車都已改装成低公害車。其

主要的措施是：第一，実行環保標識制度並建立完

善的緑色采購信息網絡；第二，規定緑色采購商品

品種及其評判標准，緑色采購商品品種数量由

2001年的101種拡展到2005年的201種，同時又確

立了與公共事業相関的55個緑色采購商品；第三，
規定各國家機関公布年度緑色采購実際情况，並賦

予環境大臣監督、督促各國家機関采取措施，加強

緑色采購的権力。日本《緑色采購法》通過幹預各

級政府的采購行為，促使環境産業産品在政府采購

中梺据優先地位，並対公衆的緑色消費起到良好的

示範和導向作用。通過対環境友好型産品実施優先

購買，為静脈産業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
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参與循環型社会建設、發展静脈

産業的積極性，成為推進循環経済發展的重要立法。

3.7　実行環境管理体係認證

　　随着循環型社会目標的確立，日本企業大都通

過構築環境管理体係実践環境経営，申請

ISO14001國際環境管理体係認證，7） 峇有多個大型

企業毎年編制並向社会公布《環境報告書》，自覚

接受社会監督。日本的企業都有自己的“緑色経営”
理念，並制定循環利用再生資源的具体量化的中長

期目標。通過申請國際環境認證，企業一方面采取

了環保措施，起到了保護環境的目的，峇一方面也

提高了企業産品的國際競争力，可謂一挙両得。

４．市場機制

4.1　汚染者付費原則

　　由于20世紀60年代公害事件以及70年代石油

危機的發生，為解决環境汚染和実現能源消費結構

転換以節約能源，日本企業従60年代開始就研究

開發清潔生産技術，因此，日本擁有世界最先進的

清潔生産技術。日本《促進循環型社会形成基本法》
明確了企業責任，要求企業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産

品使用后成為循環資源時，自覚進行循環利用，並

有義務対循環資源進行処理；従事制品、容器等制

造和買売的業主，有義務提高制品和容器的耐久性。
簡而言之，日本企業汚染者付費原則，従而実現環

境成本内部化。



【表２】消費者団体関心事項（％）

関心

事項

環境

問題

飲食

問題

高齢者

問題

消費者 
啓發 
教育

経済

活動

商品

安全

保健

衛生

物価

問題

服務 
内容 
契約

表示

廣告

住宅土

地問題
其他 不明

比例 81.4 68.7 42.2 30.8 19.0 11.6 8.4 6.7 4.3 1.9 1.0 4.8 1.2

日本建設循環型社会的現状

395

4.2　設立合理的融資和税收機制

　　理想的融資条件有利于企業為開發循環経済基

礎籌集資金，在融資方面，只要満足条件，日本政

策投資銀行、衝縄振興開發金融公庫、中小企業金

融公庫、國民生活金融公庫将対引進3R 技術設備

的企業提供低利融資。合理税收機制可以為企業發

展循環経済降低成本，並形成有效的激励機制，在

税制方面，只要満足条件，将対引進再循環設備的

企業減少特別折旧、固定資産税和所得税。

4.3　進行環境会計、環境審計

　　環境審計是対環保投資和由此獲得的経済效益

作定量測定、分析和加以公布的制度。企業的環境

保全活動会産成環境保全費用，如防止公害費用、
資源循環費用、生産銷售的産品的再循環回收、再

商品化以及適当処理費用、管理費用、研究費用等。
同時，環保投資也会取得效菓，如生産領域、物流

領域以及管理部門領域節約費用等。目前，日本正

在積極探索改革，建立緑色経済核算制度，包括企

業緑色会計制度（環境会計）、政府和企業的緑色

審計制度（環境審計）等。従定量上将生態環境成

本的存量消耗與折旧及其保護與損失的費用納入経

済績效的考核之中，従而考核経済主体真実的経済

績效，有利于対経済主体進行定量考核和監督。従

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的企業進一歩提高

環保意識，増強 “環保経営” 観念，越來越多的企

業不断増加環保投資，並把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和

由此而獲得的経済效益作定量性的測定、分析，而

且加以公布，並利用其提高企業経営的效益。8） 環

保問題已成為企業経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

経営管理的項目之一。

５．公衆配合

5.1　環境非政府組織的重要作用

　　日本的環境非政府組織是連接政府、企業和公

衆之間的橋梁和紐帯，在信息咨詢、技術培訓和政

策指導等方面都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各種

以 “愛護地球”、“保護環境” 為主旨的民間組織多

如牛毛。這些民間団体都属于非営利性的社団組織。
根据日本環境協会于1994年底実施的調査，日本

的環境 NGO 有9465個。根据調査的結菓，環境

NGO 的活動主要集中于自然保護、資源循環使用、
美化環境、推廣対環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開展環境

教育等領域。也有部分環境 NGO 従事環境質量的

監測、提出政策建議、開展國際合作等活動。従開

展活動的区域範囲來看，以１個市町村為其活動区

域的梺総体的69.7％，以１個都道府県為其活動区

域的梺総体的27.4％，二者合計梺到了総体的

97.1％。峇有少量的環境 NGO 是以全國或是海外

作為其活動対象区域的。

5.2　緑色消費

　　近年來，除質量和価格之外，日本越來越多的

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会考慮商品的環境因素（見表

２），如商品所用材料是否会汚染環境。為了家庭

成員的健康，日本家庭方婦選購無添加剤的食品；

為了減少白色汚染，人們購買没有使用塑料袋的蔬

菜或不要商店白送的塑料袋，而用自己帯來的購物

袋；為了減少專夐産生，尽量購買包装簡単或没有

包装主的産品。消費者購買某種産品実際上就是対

該種産品的支持，購買有利于環境的産品実際上就

是対生産環保産業企業的支持。消費者購買緑色産

品是推動循環経済發展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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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数据來源于日本内閣府1998年度《消

費者団体基本調査》，転引自日本2002年《環境白

皮書》

5.3　進行專夐分類

　　日本專夐分類非常細致（見図２），9） 日本生産

專夐和家庭生活專夐都要在分類后遺棄，這些分類

后的專夐再由専門部門回收循環利用。這種分類既

節省了專夐分類人員，又可以使這些專夐得到充分

循環利用。

結　　論

　　循環型社会是按照生態規律利用環境資源，実

現経済活動生態化転向的社会形態，是環境與経済

協調發展的双贏之路，有利于日本政府戦勝経済全

球化的挑戦，是実施可持続發展戦略的必然選択和

重要保證。経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日本政府不僅解

决了環境公害問題，而其為建設循環型社会的目標，
日本通過政府政策、市場機制和公衆的配合社会發

展已初見成效，日本在循環経済理論和実践方面都

処于世界領先階段，為了推進循環経済的發展，中

國需要借鑒日本的先進経験，建立和完善適合中國

國情的循環経済政策体係，通過法規和政策約束和

激励各級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努力実現人

與自然的和諧相処，実現経済、社会、環境的可持

続發展。

附　注

１） 這種理論把地球比做太空之中的一只飛船，推断人口及経済的迅速増長終将耗尽飛船有限的資源，排出的各種廃棄物

也将充斥飛船的内艙，其后菓是飛船因内耗毀滅。
２） 日本毎年資源的投入総量約為20億噸，其中石油、煤炭、鉄砿石等天然資源，幾乎完全需要進口，梺30％多，而且

具有不可再生性；岩石、砂礫等土木和建築的資源由國内供応，梺総量的60％，國内生産這些資材，要消費約達３

億噸能源以及排放４億噸的廃棄物。（日本發展循環経済及建設循環型社会的基本情况）
３） 近十年來，日本一般廃棄物（従一般家庭排放的專夐）大約増加了20％，産業廃棄物（産業活動發生的廃棄物）大

約増加了30％。
４） 日本産業構造省議会2000年8月31日資料

５） 其中15.4億日元用于生態園区事業，8.8億日元用于促進普及汽車、家電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0.5億日元用于開發産業、
社会資本構造物耐久性高度維持係統。

６） 2002年，由于政府大量采用再生紙，使得原生紙漿使用量減少了23.4萬立方米，環保文具用品和低公害汽車的使用

也使二枩化掵的排出量分別減少了58噸和816噸。
７） 到2000年4月為止日本已有3548家企業取得 ISO14001國際環境管理体係認證。
８） 日本環境省發表的調査結菓表明，到2001年3月底，已有350家企業采用了環境会計制度，這一数字比2000年増加了

12倍。
９） 日本環境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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