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河

南、浙江、上海、安徽在內的所

有重要省市，全部處於嚴重污染

級別，顯示中國大陸的霧霾問題

已經從內陸城市，一路擴散到沿

海城市。

連鄰近中國大陸的台灣、日

本、韓國以及遠在美洲的美國，

也都受到中國大陸空氣污染的影

響。美國國家科學院發表研究顯

示，中國大陸霾害已經跨過太平

洋飄到美國西岸，造成包括加

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等多個

城市的空氣污源，經常是來自中

國大陸的霾害。此外，日、韓兩

國更因為霾害對其國家空氣造成

中
國大陸2002年的GDP甫突

破10兆人民幣，到了2013

年中國大陸GDP以近5倍成長速

度，攀升到51兆人民幣。在此經

濟快速成長的背後，中國大陸也

付出龐大的代價，其中最嚴重的

問題非霧霾莫屬。尤其2013年12

月2日至14日的重度霧霾事件，包

中國大陸「十面霾伏」

綠色政策啟動 霧霾危機成商機
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衍生的霾害問題，已嚴重影響中國大陸甚至周遭國家居民的生活品質與身體健

康，為遏止霧霾危機持續擴大，中國大陸政府加強推動抗霾相關政策措施，引爆龐大綠色商機。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法新社、翁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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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影響，向中國大陸提出霾

害賠償。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霾害

問題不僅對其國內造成影響，也

連帶影響到與國際間的互動，對

此，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

堅決向污染宣戰」，宣示發展節

能、環保與再生能源的決心。

從中央到地方 

治霾政策陸續啟動

所謂「霾」，意指接近地面

的空氣中，懸浮著大量塵埃或鹽

類等非吸水性固體微粒，不同於

霧的涵水量高達90%以上，霾的

涵水量低於80%，因此吸入霾等

同於吸進過多的固態微粒，將有

損健康並造成生命危險，此外，

霾害嚴重時會導致能見度降低，

影響民眾生活。其對民生與健康

帶來的嚴重影響，使得一個國家

一旦出現霾害問題，往往會受到

高度的重視。

根據中國環境保護局的統

計，2013年中國大陸霾害天數高

達52天，創歷年來最高，嚴重的

霾害問題讓中國大陸政府更加重

視空氣污染的防治，例如，2013

年9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大氣

污染防治行動計畫》，估計將陸

續投入1.7兆人民幣在此計畫中。

透過《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畫》的推動，中國大陸政府希望

能在2017年將全中國大陸地級以

科院曾聯合發布的《氣候變化綠

皮書》中指出，化石燃料、重工

業與汽車排放廢氣是造成中國大

陸霧霾問題的主要原因。有鑑於

此，不管是中國大陸國務院公布

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或

是北京市政府啟動的《北京市大

氣污染防治條例》，都將加速淘

汰老舊汽車、鼓勵政府與民間採

購新能源汽車、發展再生能源，

以及加強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等，

列為重點工作項目。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隨著中

國大陸政府積極推動治霾政策，

包括電動車、再生能源、節能減

碳系統等綠色產業，都將因為相

關綠色政策的加強推動，衍生出

不小的商機，值得台灣廠商密切

關注。

淘汰老車 可望提高新車採購量

在《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上城市的可吸入顆粒物濃度，較

2012年下降10%以上，其中京津

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的細

顆粒物濃度更要分別下降25%、

20%、15%以上，減緩中國大陸的

霾害危機。

除了中國大陸中央政府之

外，霾害問題相當嚴重的北京市

政府，也亟欲透過政策推動，解

決霾害問題。北京市長王安順在

2014年初舉行的中國大陸各省市

人大和政協「兩會」中即透露，

未來3年北京市預計投入7,600萬

人民幣（約3.8兆新台幣），全面

治理霾害。日前北京市環保局更

上緊發條，啟動《北京市大氣污

染防治條例》，具體化北京市治

霾的決心。

綠色產業受政策重視  

政府採購商機可期

在中國大陸氣象局與中國社

吸入霧霾，等同於吸進過多的固態微粒，將對民眾生活與健康帶來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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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未來中國大陸中央政府

將透過經濟補貼的方式，加快淘

汰黃標車與老舊車輛，估計到了

2015年將淘汰京津冀、長三角、

珠三角等區域內的約500萬輛黃標

車，2017年淘汰全國範圍的黃標

車，此一政策方向可望帶動新車

的採購。

新能源汽車商機湧現

透過政策推動，未來中國

大陸政府將大力推廣電動汽車，

包括公共汽車、環境衛生相關行

業與政府機關，都必須率先使用

電動汽車，另外，中國大陸政府

也將透過補貼政策，鼓勵個人購

買電動汽車，估計未來北京、上

海、廣州等城市每年新增的汽車

與公共汽車中，電動車的比例將

外，為更深入布局中國大陸電動

車市場，目前台達電子的電動車

充電站與充電槍設備，也準備就

緒，將利用台達電子在中國大陸

的35個據點，開始投入布局。

工廠節能降低汙染 自動化需求現

除了電動車之外，在《大氣

污染防治行動計畫》中也提到，

未來中國大陸政府將結合產業發

展，提高對工廠的環保、耗能、

安全與質量檢測標準，並且對裝

備水準低、環保設施差的小型工

業企業進行全面盤查，降低工廠

的汙染排放。另外，為加強治

霾，中共人大常委會日前已通過

新版「環境保護法」，祭出更嚴

格的罰則，在某些情況下，相關

政府官員必須下台以示負責，此

達到60%以上。

基於霾害所驅動的龐大電動

車商機，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Tesla）表示，該公司正計畫

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電動車，屆

時，包括怡利電子、車王電子、

和大工業等供應鏈廠商，都將因

此受惠。

目前正積極布局中國大陸電

動車市場的台達電子，也非常注

意霧霾可能帶動的電動車商機。

台達電子董事長海英俊表示，中

國大陸霾害問題趨於嚴重，包括

北京在內的一些城市都加強推動

電動車發展，此政策方向將為台

達電的電動車相關產品銷售帶來

利基。目前，台達電子的電動車

傳動系統已經取得中國大陸車廠

訂單，並在北京進行測試。另

1. 拜霧霾危機之賜，中國大陸的空氣清淨機銷售量大幅增長。
2. 透過政策推動，未來中國大陸政府將大力推廣電動汽車，相關汽車業者可望受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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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使中國大陸政府嚴格執行環

保要求，包括能源、汙染控制、

水資源等相關環保產業，都將因

此受惠。

例 如 ， 台 達 電 子 的 綠 能 產

品與設備，正好符合中國大陸發

展綠色工廠、降低汙染的政策方

向，因此未來台達電子的相關綠

色解決方案，市場前景看俏。海

英俊指出，由於中國大陸政府高

度要求工廠效率的改善以減少霾

害，因此該公司綠能環保類的工

業自動化（IA）產品，在2014年

的銷售量將持續成長。

空氣淨化需求高漲  

霧霾經濟學湧現 

除 了 政 策 推 動 所 衍 生 的 商

機，由於中國大陸人民生活在嚴

重空氣污染環境中，也必須自立

自強尋找減少吸入霾害的措施，

因此，包括口罩、空氣清淨機、

空調設備、醫藥等因為霾害衍生

的民生需求大量湧現，催生所謂

的「霧霾經濟學」。

口罩防空汙 不織布廠商看俏

中 國 大 陸 的 霾 害 問 題 日 益

嚴重，不僅中國大陸當地，包括

台灣、韓國等遭受霾害波及的地

區，口罩需求也大量湧現。台灣

不織布大廠康那香，不僅旗下的

空氣濾材需求量大增，該公司的

口罩代工製造工廠，訂單也接不

完。另一家不織布大廠南六企業

更計畫在中國大陸推出自有品牌

口罩，搶攻霧霾相關商機。

空氣清淨機 漸成必備電器品

口罩之外，可以過濾髒污的

空氣清淨機，在過去一年也成為

熱銷產品。根據中國大陸電器通

路商北京蘇寧的統計資料顯示，

拜霾害之賜，該公司的空氣清淨

機銷售量，大幅成長300%。

中國大陸對空氣清淨機的龐

大需求，已經讓許多台商因此獲

益，例如，早在1991年就前往深

圳設廠的台商艾美特，原本從事

生產電風扇與電暖氣，為求轉型

升級，進一步投入研發生產空氣

清淨機，沒想到，近一兩年來因

為霧霾帶動市場需求，該公司的

空氣清淨機銷售量，從2011年的

4千多台，成長了8倍，在2013年

達到3萬多台。

汽車空調也強化淨化功能

室內安裝空氣清淨機，汽車

內部的空調設備，也開始強調高

濾淨功能。中華汽車推出的大改

款Lancer EX Future，特別針對中

國大陸嚴重霾害，配備了具有強

化淨化功能的空調設備，另外，

此款汽車也特別新增引擎怠速自

動啟閉系統，藉以降低油耗與碳

排放。

綜觀而論，霧霾問題讓中國

大陸相關政策更積極推動各項綠

色產業，包括加速發展再生能源

以減少石化燃料的使用、加速發

展電動汽機車產業發展以減少廢

棄物排放等，相關商機將因此湧

現，而人民自立自強採購防空污

產品，也將帶動相關綠色商品商

機，這些都值得台商審慎關注，

並加快腳步發展相關產品與解決

方案，拓展商機。■

全球多個國家 霧霾問題嚴重

全球存有霧霾問題的國家不少，根據WTO日前公布的《全球

霧霾報告》顯示，在全球91個國家的1,600個城市中，空氣污

染最嚴重的國家多為開發中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與阿富汗等的霧霾問題都不亞於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

城市之中，蘭州以懸浮微粒（PM2.5）年均達71微克，是中國

大陸霧霾最嚴重的城市，另外，中國的烏魯木齊、西寧、西

安與北京也都屬於霧霾的嚴重城市。從全球眾多城市都存在

著嚴重的霧霾問題來看，全球綠能與綠色相關產業商機，未

來相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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