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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证明，这不是一个噱头。

当“中国节能谷”进入人们视线

时，“硅谷”和“光谷”早已被人们熟

知。在争议声中，作为“中国节能谷”

的谷主王少宏，没有作任何解释。“节

能环保产业发展是迟早的事。”回想

起当初的质疑，王少宏这样回答记

者。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将迎来黄金

期。到 2015 年，节能环保产业总值预

计将超过 3 万亿元，占 GDP 的 8% 左

右，已经成为资本投资市场新的动

力。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明确提出，将遵循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参与、市场有效

驱动的原则，其中，在培育市场方面

还应加大力度。“十二五”期间，中国

节能环保产业将由“行政手段驱动”

转向“市场手段驱动”。

谋划“中国节能谷”

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可持续

发展的平衡关系，成为中国和世界必

须面对的课题。而如何以更少的资源

消耗与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

出，则是对政府和企业提出的巨大挑

战。

“助力政府、服务企业、运营品

牌，以商业智慧解决社会节能环保问

题！”这是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

作联盟执行主席、中节盟节能环保产

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少宏给出

的答案。

2009年 10月 28日，中国首个低

碳节能工业园区———湖北襄阳节能

产业园（中国节能谷）奠基。

“中国节能谷”在湖北襄阳的诞

生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它的出现也

标志着中国节能企业将集聚起来，

“合作才能共赢。”

“中国节能谷”的推出是王少宏

对节能环保产业 13年的积淀。

而 2007 年承担的世界银行课

题则坚定了王少宏走下去的决心。

当年，他承担的课题，主要目的是对

中国节能市场的投资规模进行评

估。

这一调查不得了，王少宏惊喜地

发现，中国节能市场在“十一五”期间

每年有 1万亿左右的投资市场。但事

实却让他大吃一惊，据节能行业的统

计，通过节能服务公司、节能装备商

推动的节能投资不到 1000亿。也就

是说，这种投资的需求和供应严重脱

节。

深谙世界经济潮流和节能产业

趋势的王少宏分析发现，每个节能项

目 60％以上是通过装备完成的，节能

装备是影响中国节能产业发展的重

要瓶颈。节能设备的大规模产业化是

中国节能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

节点。

但在当时，我国大型耗能企业多

为国企，而由于对节能环保和社会责

任的认识存在误区，节能环保产业推

动起来十分困难。

如此之大的产业园落户何地曾

一度困扰着王少宏。“节能环保产业

关键是降低成本，”而作为高新产业

之一，他还希望把产业园区以全新模

式展现出来。

经过慎重考虑，王少宏将中国首

个低碳节能工业园区落户襄阳。

将节能环保做到极致

“既然要做第一家，就不是简单

地选地和企业入驻。”笑了笑，王少宏

说，“我有个理念，就是专业的人一定

要做专业的事，才能将事业做到极

致，给国家、社会贡献更大的利益。有

专业的眼光，才能在专业的事情上发

现深刻的问题，并找到专业的解决方

案。”

王少宏请来了国际著名公司对

园区做发展规划方案，由中心对节能

产业定制详细的产业规划，最终确立

了七大产业集群和能源供应方案。

七大产业集群包括：单螺杆核心

技术产业链、蓄热储能产业集群、智

能电网装备产业链、余热发电产业

链、智能建筑节能产业集群、节能新

材料产业集群、资源综合利用装备产

业集群。

实现产业集群的同时，王少宏还

让同一地域企业“板块化”。也就是类

似用“组团”的形式引进节能企业，他

计划在园区内为台湾产业链企业划

定区域。

为促进各产业链的完善发展、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不同产业链

之间的合作以及节能环保领域更多

产业链的形成，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

天九幸福投资集团、中节盟节能环保

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发起建立了“世界

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并整

合了在节能环保领域能够提供专业、

务实服务的企业担任共同发起单位

等。

据王少宏介绍，世界华商节能环

保产业合作联盟，旨在通过发挥节能

产业链节点企业的专业效能，集合产

业关键链条企业的产业能力，共同创

造分享、融通、互利、共赢的超级联盟

平台。联盟主要帮助节能环保技术、

产品和服务企业进行有效的节能投

融资服务、专业培训、技术和产品宣

传推广，推动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

业、企业与产品、企业与服务、企业与

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本及资源的短链

对接以及产业链各环节主体的长线

对接。

凝聚行业智慧

按照王少宏的设想，联盟将凝聚

起行业的智慧和经验，通过服务平

台、融资平台、产业平台，为政府做智

库，为企业做推手，推动产业布局优

化，企业经营管理升级。

未来 5年内，中节盟将在全国布

局 9个以“中国节能谷”为统一品牌

的产业园和 38个产业链，襄阳则是

其中之一。

每个项目的建设投资预期达 100

亿。为了能把这一创新商业智慧落到

实处，中节盟集团成立了八大研发中

心，对研发中心的核心技术已投资成

立了数家产业化实体企业。

据了解，定位为国家级节能装备

制造、创新发展产业基地和低碳经济

产业示范区的襄阳节能产业园，投资

总额高达 80亿元至 100亿元人民币，

计划 3年引进节能装备企业 50家至

60家，孵化节能高新技术企业 30家，

建成一个节能产业化中心、一个节能

产品检测工程中心、一个国家级节能

重点实验室，年工业产值达 300亿以

上人民币。

目前，资金来自于国家相关部

委、世界银行等相关机构的支持、

SEMC节能投资促进中心、中金盟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中金盟湖北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地方政府以及

入园的企业等筹集投入。

“节能减排需要各个方面的支

持，没有社会资源的支持，做大做强

是不可能的。”王少宏如是说。

王少宏认为，“中节盟现象”值得

更多的关注，“建设智慧型节能联盟”

和“智慧型国家级节能产业示范园”是

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中节盟集团致

力于集合节能产业领域内的专家团

队，整合国内外节能技术和尖端节能

产品、装备，以“融聚节能智慧，共创环

保奇迹”为使命，借助集团在国内强大

的资源运作能力和政策把握能力，为

各省市、地方政府、耗能企业以及业内

优秀的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技术和产

品供应商提供资源对接、示范平台、实

体产品、专业服务、金融运营等五大核

心能力，以商业智慧构建节能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助推节能环保产业升级，

帮助政府和企业获得更大的成功。

集聚企业助力政府

事实上，“产业布局只是行业管

控的一个方面，稳定推动一个产业的

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王少

宏如是说。

“政府是节能环保行业的管控

者，推动产业健康发展，避免重复建

设，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相

结合的方式渐次推进。”王少宏表示，

产业发展也是节能服务企业最大的

客户，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型耗能企

业，公建项目的节能环保指标，都只

能依靠企业主体来实现。

中节盟产业平台智慧系统主要

以“中国节能谷”为平台依托，开发

“产业链集群”合作模式，增强入驻企

业自行解决体系化节能问题的能力，

发挥产业链作用及会员联盟智慧。通

过制造的低碳控制、研发的节能设

计、能源供应的低碳循环利用系统、

政策的解读与输出、项目融资的扶

植，全面综合考虑基地的各类产业需

求，使“中国节能谷”平台智慧资源平

顺运转，避免节能环保产业各自为

政、低效无序建设的发展问题。

王少宏介绍说，世界华商节能环

保产业合作联盟将通过服务中央政

府，协助编写相关行业标准；帮助各

地政府，合理规划辖区内节能环保

产业并帮助实现产业发展蓝图；帮

助地方政府，合理分配辖区行业、企

业的节能环保指标并帮助其快速实

现；联盟还将协助地方政府，合理规

划公建项目节能环保进程。联盟将

合理配比企业家团队参观城市，听

取政府节能环保需求。总之，“助力

政府”是产业联盟的最重要的工作

方向。

未来，“中国节能谷”智慧平台产

业链之间将形成“环环相扣、协同创

新、共同增效、联合担保”的机制，通

过园区品牌带动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推动园区内企业整体、快速、可持

续发展。

“绿色中国、节能中国”的梦想蓝

图即将在中国迅速呈现，中节盟“融

聚节能智慧，共创环保奇迹”的产业

梦想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圆满实现。

联盟之路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商业智慧
激荡节能环保产业“正能量” 走向世界的中节盟

有人说：思路决定出路，布局决定结局。中节盟集团从萌

芽到壮大，就是一个思路决定出路的经典案例；从小型民营企

业到跨国经营，更是集团事业伴随着全球节能环保进程而不

断发展的过程。

早在 1996年，王少宏就敏锐地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

必然引起环境的巨大改变，当这种“改变”需要“修正”的时候，将

产生大量商机，如果这个“修正”的过程足够长，影响范围足够

大，就会形成产业。这是王少宏选择节能环保为终身事业，创建

中节盟集团的初衷，也是中节盟集团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探索播种阶段

王少宏弃官从商，投身到中国节能环保伟大征程，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致力于向社会、向企业传播节能环保理念，为中国

节能环保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初创阶段

2002年 6月 27日，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团成立。

集团一开始就参与中国供热体制改革的研究，为诸多热网监

控、热电联供、分户控制计量等供热节能项目和企业提供服

务。同时，为发电厂的低温热水利用、水源热泵技术供热、海水

源热泵技术供热以及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节能项目提

供咨询和技术支持。

2006年，公司全面进入节能业务领域，致力于系统优化

节能技术的开发研究与节能投融资服务。

2007年，公司全面承接国家节能行业课题，并正式启动

系统优化节能领域的核心解决方案———“能源管理中心技术”

的推广应用与实施。

品牌化阶段

2009年 10月 28日，中国·湖北（襄阳）节能环保产业园

（中国节能谷）正式奠基，是中国首个低碳节能工业园区。

2010年，中国·湖北（襄樊）节能产业园应邀参加了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2010中国低碳经济论坛”。

2011年 1月底，节能汽车配套园正式启动。

纵深发展阶段

2012年 12月 29日，王少宏带领联盟企业成员对山东省

高唐县知名企业进行商务考察。

2012年 9月 26日，第七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华商 500强

论坛上，“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成立。

2013年 1月 7日，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企业

家交流会于北京隆重举行，随后组团考察张家口。

全球化运营阶段

随着集团实力不断增强，业务逐步趋向国际化。紧跟“中

国节能谷”全球化布局的步伐，集团与国外地方政府、科研机

构的合作也日趋紧密。

2013年 1月，中节盟·北工大能源低碳联合研发中心成立。

———中节盟集团风采之路

瑞典 ATLAS集团访问研发中心

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 George Atkinson等访问研发中心

联盟为企业家举行圆桌会议

王少宏为节能环保企业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