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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谷，又称“中节盟节能

环保产业园”，是王少宏等专家及其

领导的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

团研究行业近二十年的理论与实践

成果，它引进国际先进产业园建设理

念、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迎合中

国节能环保产业未来数十年发展趋

势，致力于提升改善全球节能环保现

状、促进世界各国节能环保行业全面

升级，带动产业园区所在地方经济健

康发展。

中国节能谷是在国家相关部委、

世界银行等相关机构和地方省政府、

当地市政府及市经济开发区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由 SEMC 节能投资促进
中心、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团

牵头投资、规划建设的生态型产业链

相对完善的低碳经济产业园，享受国

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扶

持政策，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低碳节能

产业园。

中国节能谷在国内规划有 9大节
能环保产业园，集聚 38条节能环保
产业链，将于今年完成在我国境内的

选址规划，并开始在欧洲布局产业

园，在迈出布局全球步伐的同时，帮

助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福泽子孙
节能环保是最大的公益

“当今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饮用水源亦遭到严重污染，全球气候

变暖趋势愈发严重，食品质量、药品

质量、空气质量困扰社会，人类生存

面临严重威胁。发展节能环保既可提

升国民经济发展，又可不断改善人们

的生活环境，投身节能环保事业利在

当代、功在千秋，是最大的公益。”王

少宏这样说。

中国节能谷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发

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相关部委领

导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各地地方政府

给予用地、税收、规费和服务性收费、

投资服务政策等各方面的优惠，各方

齐心协力，将“中国节能谷”打造成一

个“国际化节能环保强势品牌”。

国际设计
奠定全球经营的基础

为了使产业园的规划与国际接

轨，使产业园为地方经济稳定贡献效

益，为入驻企业持续提升业绩，王少

宏请来国际著名公司为园区制定发

展规划方案，以“生态、节能、科学、创

新”为核心理念，对各地节能产业制

定详细的产业规划。规划中，中国本

土设 9个产业园，每个产业园将规划
6、7个产业链，每个产业链引进二三
十家企业，每个产业园都将达到 350
亿元———500亿元的产值。

王少宏说：“在节能环保领域，我

们的企业必须要拥有专业核心技术。

在中国，有些项目三到五年，就会和

欧美竞争，不如现在就走出去。当前，

就国外兴建产业园的事宜，与欧洲某

国的商务谈判，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

融聚智慧
以商业之道推动产业升级

王少宏介绍说：“我们将开发并

全面推行‘全球节能环保产业协作’、

‘产业链集群’等模式，为世界各国、

各地政府、各类能耗企业、节能企业

提供大型综合节能项目系统服务、低

碳产业规划、环保产业投资等节能环

保系统解决方案，带动一方经济发

展”。

中国节能谷以产业地产、金融资

本、产业链规划为核心能力，建设以

“中国节能谷”为统一品牌的节能产

业示范园，利用园区技术、资金、公共

服务平台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商业模

式创新，实现节能谷模式的复制，为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国内节能

环保和新能源相关机构、金融机构

（国有银行、PE、PV）、节能服务企业
（轻资产型节能服务企业,、节能设备
制造企业、节能技术研究机构、综合

性节能服务及制造企业）、高耗能企

业、可持续生态房屋用户、能源梯级

利用、装备和系统用户、环保脱硫脱

硝、土壤治理等项目用户、太阳热发

电装备及系统等用户、其他高耗能用

户（煤电企业、化工企业等在生产过

程中消耗大量能源、容易产生各类废

弃物的企业），提供资源对接、示范平

台、实体产品、专业服务、金融运营等

五大核心能力支持，为上下游企业共

享原材料、技术、能源、物流、仓储、物

业等资源，在装备制造、固废处理、装

备联合供应等方面提供各种内外部

合作机会，通过资源共享及联合创新,
加速聚合人才、技术、资本、土地等生

产要素，提高产业基地及其成员的整

体竞争力。

“以产业链模式建设中国节能谷，

产业园内的企业，是合作关系而不是

竞争关系，这是我们倡导的共赢模式

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王少宏说。

（一）研发开放化，产品及技术持

续领先

中国节能谷在行业最前端科技

跟踪、趋势把握、研发方面具备雄厚

实力，以中节盟集团国际化运营为背

景，建立了国际联合专家体系，以“世

界节能环保产业协会”为依托在国外

设立资源联合研究中心，还成立了八

大研发中心和海外 12位专家组成的
研发和验证机构，全力打造开放式公

共研发平台，实现技术研发的全球化

和资源共享。

为保障“中国节能谷”内企业和

行业技术持续拥有持续竞争力，今年

1月，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团
投资新建了“中国节能谷·湖北（襄

阳）节能环保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核（核心区）”，核心区内的八大技术

研发中心，开展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新材料的创新、研发、试验以及最新

节能技术成果的孵化、转化，建立节

能研发与共性技术平台，加快节能研

发与综合服务产业化的进程。同期，

为了吸收引进消化国外先进节能技

术，整合国内节能企业的技术资源优

势进行再开发，形成自主核心知识产

权，与北工大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

成立了“中国节能谷·北京工业大

学———低碳能源联合研发中心”。

（二）技术产业化，帮助企业快速

发展

中国节能谷充分发挥自身的各项

资源优势，以资源整合为核心，以产

业化研发和孵化为平台基础，以自主

创新为主导，以推动节能产业链企业

发展为目的，在区位条件优越、装备

制造业优势显著，形成节能产业集

群，成为节能共性技术和通用设备大

规模产业化的优势平台。

中国节能谷通过天使基金、低碳

能源联合研发中心及八大技术中心

等组织，对节能环保技术、项目和企

业进行孵化，提供投融资等相关系统

服务，助力有市场发展前景的节能环

保技术和项目实现产业化、市场化，

创新了产品开发和产业化运营模式。

除此之外，还为园区内企业分享准上

市企业股权投资等高收益投资机会。

（三）投融资规范化，为地方与企

业注入活力

中国节能谷配备了专门从事银

行、担保、融资租赁和投资银行业务

的专业人员，利用节能产业园所拥有

的担保、银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

基金等资金资源优势，成立了世界节

能环保产业合作基金及欧中节能环

保产业基金、节能环保产业园低碳基

金、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基金、节能环

保产业私募股权基金，为世界各国、

各地政府、园区企业、节能环保项目

提供全方位投资和融资管理服务，在

为入驻企业提供和创造融资机会的

同时，也创造了投资机会。同时，首倡

成立了“行业互助银行”，形成强有力

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绿色融资通道。

（四）运营品牌化，用中国智慧解

决全球节能环保问题

从打造国际化节能环保强势产

业园品牌的目标出发，王少宏与营销

界知名专家宋振赫促膝长谈，果断引

进了作为行业智库的中清国际企业

管理咨询机构，确立了运营战略和品

牌战略，并以此为蓝本，制定了应对

新经营形势的财团式管理，重新梳理

了集团组织架构，借此执行新的品牌

管理和运营工作。

根据国内各地经济发展和国际

节能环保形势，“中国节能谷”在国内

计划建立 9个产业园，宏观布局为：
东北 1个、山东 1个、河北 1个、平原
地区 1个、西部 1个、西南 1个、长三
角 1个、珠三角 1个，其他地区 1个。
同时，在欧洲建立数个产业园。计划

在 2013年 12月前，完成中国节能谷
国内布局的全部选址工作。

画龙点睛
“中国节能谷”花落襄阳

古时，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今

天的襄阳，在“一个龙头，六大支柱”

的产业格局背景下，正在形成“一核

两带”产业布局。中国汽车新城、新能

源之都、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中部

地区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现代服务

业中心的国际印象逐渐清晰。目前的

襄阳，产业与低碳并行，以科学规划

助推绿色襄阳发展，将发展低碳经

济，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时代的新要

求、历史的新任务、发展的新机遇。进

驻襄阳的中国节能谷，将以襄阳为基

点，进行高效率的品牌辐射和业务拓

展。

按照国际著名公司编制《产业园

区规划》，要求襄阳产业园投资总额

为 80—100亿元人民币，计划三年引
进节能装备制造企业 50—60 家、孵
化节能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左右，建
成一个节能产业化中心、一个节能产

品检测工程中心与一个国家级节能

重要实验室，年工业产值达 300亿元
以上人民币。利用三年时间，使产业

园项目具备综合产业规模，初步达成

产业链的配套；利用五年时间使产业

园达到一个产业设施配套齐全、产业

链完善并具有大批核心知识产权的

技术先进的世界级低碳经济产业园。

中国节能谷·襄阳节能环保产业

园，从 2009 年到 2012 年，招商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果，几年内，召开、参加

各项展会达到 20多场，接触企业 600
多家，在节能领域获得了 10多项具
有影响力荣誉，并被多家电台、杂志、

网站作为杰出节能企业跟踪报道。目

前已经引进高端节能装备 40 余项，
正在洽谈企业 160多家，签订合同 20
余家，入驻企业 13家，数家产业化实
体企业正在健康运营中，正在筹备开

工建设的企业有 7家。

走向世界的中国节能谷

王少宏预测，新能源、清洁能源

与清洁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突破口，成为未

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竞

争领域。中国在此领域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基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

现在我们要抓住机遇，形成自主创新

能力，既要有技术创新，同时也要有

商业模式的创新，使中国节能产业的

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并成长为我

国重要的支柱产业。

合作才能共赢

王建国

王建国 本报记者 李延生

布局全球的“中国节能谷”

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成功取

决于天道。“天道”就是规律，是大环境。人需要人脉，企业也

需要人脉，人脉是什么？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企

业能整合利用的资源环境。人需要“为成功改变环境”，企业也

应该为成长营造新的环境。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主席王少宏以近二十年

的践行为基础，系统化全面研究节能环保行业以及业内企业

的成长后，得出结论：中国节能环保产业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

过程，也是一部资源整合、合作共赢的历史。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是由世界节能环保产

业协会与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集团、中国五大经济类主

流媒体之一的《中国企业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等数十家具

有较强公信力的机构与企业联合发起成立的。

王少宏主席分析了国内外成功的各类联盟及协会，他认

为，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

是资源平台化、合作链条化；二是服务有效性、合作长效性；三

是服务针对性、方式多样化。

资源平台化 合作链条化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致力于融聚世界精英，

共同推动全球环保事业的发展。

企业的生产、发展和壮大，需要各方面的资源，也需要多

种多样的合作，这就需要一个大平台来提供这些资源和服务，

政策、资金、技术、研发、人才、产品、服务、土地、市场等，都是

企业强烈的需求。资源必须使用，才能产生价值，资源在同一

个大平台上展示，这就是资源平台化。

另一方面，在同一个资源平台上，容易并且真正能达成合

作的，一般都是同一链条上的企业，如供需链、市场链、资金

链、产业链等。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提供了企业前

期建设的各种链条。

以大平台的方式开创了多种模式，包括低碳产业园模式、

产业集群模式、政企互助模式等，以综合系统模式解决节能环

保企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避免各自

为政、重复建设，致力于建成节能环保产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

商平台。

服务有效性 合作长效性

王少宏认为：“只有务实的服务，才有长期的合作！”

据了解，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已经成功地组

织了多次城市财富行，包括襄阳、安阳、阜阳、临沂、鸡西、聊

城、东营、张家口等地，在考察拜访各地政府的同时，还组织企

业家考察评估项目，为会员企业提供务实的服务。

据王少宏介绍，联盟会员分为共同主席单位、副主席单

位、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以及理事单位五个级别，目前，

仅共同主席单位，就已经发展到十八位。一些会员经我们推

荐，已成功入驻襄阳产业园，联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为了帮助会员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联盟对获得的有限

商机，按会员单位级别依次向下传递，如上一级成员决定做或

不需要下一级成员参与，则不再向下一级成员传递。 同级成

员如都想单独做同一个项目，根据加盟时间先后顺序轮流优

先。

服务针对性 方式多样化

为了通过推动产业聚集和产业链合作进而达到引领中国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联盟为会员企业提供 10大类 37项务实
的个性化服务。10大类服务包括：促进产业合作、高端技术支
持、投融资管理、推荐上市培育、行业智库资源、共享信息资

源、拓展高端人脉、高端商务考察、企业品牌宣传、企业危机公

关等。

为针对性地解决业内企业遇到的资金问题，联盟发起

成立了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基金、欧中节能环保产业基

金、节能环保产业园基金，用于支持孵化行业新兴技术以及

节能环保产业化、规模化、通用化、标准化。王少宏诙谐地

说：“举例说，我们成立的节能环保产业园基金，是用投资

人的钱支持地方政府发展，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回报投资

人，一部分用于当地节能环保事业的进一步投资，再拿出一

部分，放在当地做公益事业。你看，我们既帮助了地方政府

发展地方经济，也帮助企业获得成功，我们还通过做公益，

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这样的资金流入，谁能不欢迎，谁能

不支持！”

为真正提升我国节能环保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世界华

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针对不同产业链设立了八大研发

中心机构，利用设在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以色列等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和机构，把国际上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吸

收引进到中国，并形成了中国的核心知识产权。 我们期

望，由王少宏领导的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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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政府智库，为企业推手，全力推动我国产业优化与企

业运营水平升级，共创国际节能环保大国形象。我们也期

望，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把握好节能环保产业的历史性发展

机遇，早日融入世界环保大军，在此，我们亦倡导，大家积

极践行绿色健康环保理念，希望影响和带动国际上所有节

能环保企业、环保人士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记世界华商节能环保
产业合作联盟

中国节能谷沙盘模型

中国节能谷核心区景观

中国节能谷奠基仪式

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