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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园区】

产业链招商
构筑起
“小循环”
东盟经开区用资源、产品、废弃物形
成产品流和废物流，实现产业集聚
见习记者 甘国治

日前，
记者从广西-东盟经济开发区（以下简
称东盟经开区）了解到，自 2015 年 6 月获批国家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以来，
东盟经开区在循
环经济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
已开
工 26 个，累计完成投资 8.14 亿元，占总投资的
36.08%。其中列入国家补助的关键项目 18 个，
至
2016 年 8 月已开工 14 个，完成投资 3.28 亿元，自
主实施项目 17 个，
已经开工 12 个，
完成投资 4.86
亿元。对获得国家重点扶持并已开工建设的项
目，
开发区已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拨付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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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业爱上环境：
从生产到分解生态图谱形成
“还原生产”三大工业部分构成的工业生

本报记者 洪鸿

态链。其中，
资源生产部门相当于生态系
中国已建成门类齐全、
独立完整的工

统的初级生产者，
为工业生产提供初级原

业体系，
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料和能源；
加工生产部门相当于生态系统

工业生态原则应成决策主流
“在生态工业项目及园区的设定和经

量。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制

的消费者，
将资源生产部门提供的初级资

营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工信部节能与综

造 2025》开启了中国绿色制造路径，中国

源加工转换成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

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认为。

工业生产由此走上创新转型的历程。

工业品；
还原生产部门将各副产品再资源

根据他的研究分析，
丹麦、
美国和英国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化，
或无害化处理，
或转化为新的工业品。

者，
生态工业园区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

批扶持资金共 2401 万元，
用于加快推进已经开工
建设的14个循环化重点项目建设。

循环改造突出产业优势
据了解，东盟经开区地处广西首府南宁市
近郊，这里曾经居住着来自东盟国家的 1.2 万
归侨、侨眷，是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人文交流
的前沿地带和重要门户。2015 年 6 月获批国
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成为 2015 年广
目和园区建设的整体规划；
在宏观管理层

西唯一一家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

面，
仍然存在
‘几张皮’
不统一的问题，
有命

区，将获得国家财政循环化改造扶持资金、政

名资质的没有资金支持，
有资金支持的没

策等方面扶持。

有命名资质；在微观管理层面，不敢政策
创新、
不尊重市场规律的行为时有发生。
”

据东盟经开区相关人员透露，东盟经开区
能够申报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多年的关注与研究让高云虎坚信，
生

这和园区的良好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是产

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
应该秉承

业布局优势突出。东盟经开区拥有 49 平方公里

等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模

第一代开发区作为政策

的综合产业园区和 88 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示范

上述专家说，
倡导发展以工业为主导

式，
其成功依赖于特定的时空尺度。
“丹麦

先行区的历史使命，成

区，有利于构建工农复合型循环链。二是政策

要形式，在经济质量和总量增长、引入高

的生态特色经济，就是要坚持两手抓，一

模式虽然空间尺度小，
但时间尺度长，
是一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

优势突出。东盟经开区享有“一带一路”、西部

新技术、
先进管理理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

手抓传统工业的提升，
一手抓生态工业的

种典型的自发秩序。英国模式虽然时间

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先

大开发、北部湾经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作用。但其模式还应有哪些改进之处，
在

发展。

短，
但空间尺度大，
可以通过发展大空间尺

行区。
“应当将可持续发

等在税收、用地、信贷、投资保障方面的优惠政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巡视员胥树凡

度共生网络和快速推广商业模式获得成

展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

策以及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我

功；
相反，
美国因不合理的时空尺度鲜有成

则纳入园区开发建设的

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等政策优势。三是

国生态工业的建设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功试点。
”
比较之下，
中国和日本、
韩国等以

决策主流，更多引入市

示范效应突出。东盟经开区前身为始建于 1960

受到环保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国土资

国家战略主导的发展模式，
虽然在短时间

场激励机制，使其从新

年的广西武鸣华侨农场，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

源部和工信部等多方重视。多部委为此

内使生态工业项目发展步入快车道，
但也

鲜事物真正成为工业可

重要载体，
是国务院侨办的重点联系单位。

出台过相关政策和标准，
还对循环化改造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急于求成和
“拉郎配”
的

持续发展的主流。
”

今后的发展中又该采取何种方式，
摆在了
每个生态工业企业及园区面前。

生态工业建设
“中国经验”
生态工业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工

重庆中经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龙飞在接

现象。
“以上这些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需要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园区循环经

的循环途径，建立互利共生的工业生态

在胥树凡看来，
我国生态工业的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动态调整，
例如英、
美等国

济改造将相关企业组聚在一起，使资源、产品、

网，利用废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

经历了有标准可依、依标准建设、据标准

家需要注意产业空心化问题，
而中国则需

废弃物在企业之间循环利用，形成产品流或废

等手段，
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

考核、
示范试点带动和建立长效机制几个

要思考新常态经济下工业项目及承载他们

物流，以构筑起企业间的“小循环”。突出产业

用，
达到物质和能量的最大利用以及对外

推进阶段，
形成了
“领导重视，
制度保障，
强

的园区如何生态化发展。
”

链招商，重点引进产业链龙头企业、补充产业链

废物的零排放。

化监管”
等基本经验。

业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试点给予资金扶持。

虽然目前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相关专家表示，工业结构生态化，就

据记者了解，截至 2015 年 4 月，由国

开局良好，但高云虎指出，生态工业园区

是通过法律、
行政、
经济等手段，
把工业系

家环保部、
科技部和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命

的未来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规

统的结构规划成
“资源生产”
“
、加工生产”
、

名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有35家。

划层面，
我国还缺少一个针对生态工业项

缺失环节、强化产业链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一体
化产业项目，
形成产业集聚规模效应。

淘汰高污染强化绿色理念
随着冬季供暖期日益临近，燃煤锅炉排放

【镜头·企业】

污染物成为面临的一大难题，集中供热、不断

华润电力：构建完整循环产业链

淘汰锅炉是有效的解决方法。集中供热不仅
节约了资源，而且环保效果明显。一方面，企
业不再“家家烧锅炉”，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
另一方面，集中供热的企业通过燃烧低硫煤以

见习记者 甘国治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企业竞争异常激烈，
要想

范基地”
。已成为全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范、
央企

左俊杰透露，
按照规划，
项目内电厂投产后可

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典范以及央企扶持欠发达地区

向水泥厂、
啤酒厂直接供电，
短距离、
直供电方式

针对上述问题，东盟经开区制定了治理淘

经济发展的典范，
目前正在山西、
贵州等地复制。

可降低输供电投资费用及运营损耗，
目前已具备

汰燃煤等高污染锅炉工作实施方案。对 20 蒸

了直供电条件，
也愿意通过较低电价供电的方式

吨/小时以下在用、停用燃煤、燃重油、燃木材

吸引其他企业共同发展，
提振地方经济。但按照

锅炉及导热油炉进行整治淘汰。同时积极推

有关法规，
电厂尚无售电资格，
所以还无法实现直

广使用集中供热项目和天然气。

立足于社会，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势在必行。而
循环经济就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全新的
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
是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保护和改善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

最优发展只缺电改
早在 2008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循环经济促

供。

及脱硫技术等，大大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截至目前 11 家企业采用集中供热，6 家使

进法》，
将发展循环经济确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国家
“三放开、
一独立、
三加

的一项重大战略。但循环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一

强”新电改方案的出台，将会有效解

投资环境，强化了绿色、循环发展的经济理念，

多产品循环协同生产

个薄弱环节，
普及范围小，
实际成效较低。

决当前循环产业项目发电侧、
用户侧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污染防治工作方面成效

“在市场经济下，
当前大多数企业处于自由竞

之间的直供电问题。华润电力方面

明显。

谈到华润电力的循环经济项目，
华润电力（贺

争的状态，
而污染、
废弃物的处理，
则不受市场力

也强调，
目前在寻找循环经济的最优

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左俊杰表示，
“目前主要通过

量的约束。因此，
与中央的大力提倡相较，
大部分

模式，由于暂不具备售电权限，目前

机械制造和生物制造三大优势产业，构建完善

电厂、
水泥厂、
啤酒厂三厂间变废为宝的循环利用

企业，
甚至地方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不

直供电经济效益还未体现，
未来新电

循环经济链条，推动产业升级。2015

和协同生产方式。三厂一区可以节省建安费用

足。
”
左俊杰表示，
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够完

改方案落地后，
循环经济或将进一步

年 ，东 盟 经 开 区 三 大 产 业 完 成 产 值

8668 万元，
每年节能降耗标煤 29 万吨，
节水 78 万

善，
缺乏系统的解决机制。

体现其最优发展模式。

138.38 亿元，同比增长 25.31%，占东盟

吨，废水处理复用 263 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另外，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华润贺

425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3 万吨，减少二氧化

州电力的盈利也在下滑，
但是华润贺州

硫排放6万吨，
产生循环经济效益约1.94亿元。
”

啤酒和华润贺州水泥的形势却不错，
尤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项目以华润电力、
华

用天然气，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了

此外，东盟经开区还充分利用食品加工、

经开区产值总量的 61.28%，产业集聚
初步形成。
东盟经开区食品产业基础良好，

其水泥的辅料价格

周边的武鸣、百色、河池等县市有大

润雪花和华润水泥为核心形成了电子、
再生生物、

高涨、
盈利倍增，
大

规模的橙柑、香蕉、蔬菜等农业种植

现代农业、物流的循环产业链，合计总投资 83.66

有取代主产品的趋

基地，可为发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

亿元。

势，而水泥也在往

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利用资源和

混凝土行业转型。

市场双重优势，东盟经开区正着力构

据了解，
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通过构建
“电厂—水泥厂—啤酒厂”
的循环经济产业园，
实

建食品饮料循环产业链条，现已聚集

现
“废物循环利用”
。啤酒厂产生的中水由电厂消

了 42 家知名品牌企业，初步形成建设

纳，
电厂产生的粉煤灰、
脱硫石膏由水泥厂回收利

技术先进、产业链条完整、产品门类

用，
啤酒厂所需的水、
电、
蒸汽全部由电厂供给,排

齐全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已经发展

出的废弃物交付水泥厂处理，
从而实现了不同产

成为广西最大的食品加工产业基地，

业间物质及能源的循环利用。2014 年被国家发

正在打造西南地区重要的食品及农

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命名为
“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

副产品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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