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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发展,对循环经济的实践,可以提高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中国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园区生态化有助于形成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但目前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探索和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本文从生态工业园区概念的整体发展入手,结合在中国、上海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分析了其在国内发展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生态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
引言

管理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 ,具体考核指标见表1。简

[3]

随着经济及工业的发展,以及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等理念的推广,工业

单来说,生态工业园区通过研究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

园区生态化成为了人们在工业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工业

分解者之间的关系网来规划建立工业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的闭路循环和

园区的建设运营可以降低园区整体的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和资源利用

多次利用。
表1

效率,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比如降低生产型企业的能耗及污染
排放水平。国外发达国家对生态工业园区的探索和时间较早,中国自原国

序号

生态工业园区的绩效考核指标

绩效类型

家环保总局提出“推进循环经济”以及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

具体考核指标
（1）

园区管理服务

（2）

园区监察

（3）

园区规划及区划

(industrial parks)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产业集聚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

（1）

环境管理及监察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ell)的《经济学原理》(1980),马歇尔

（2）

能源管理

开始,标志着我国对传统工业生态化的探索和实践正式开始。
1

1 生态工业园区概念的形成

园区管理绩效

产业集聚作为极具其特色及竞争优势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工业园区

将不仅仅包括本地化行业(localised industry)企业的企业集聚地称为

（3）

水资源管理

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 。1990年,迈克尔·波 特(Michael E.

（4）

废弃物及物料使用

Poter)从竞争力提升的角度分析了高度本地化的集群现象,即为产业集群

（5）

自然环境及气候适应力

（1）

社会管理及监察

（2）

社会基础设施配备

（3）

社区外展服务

（1）

劳动力就业情况

（2）

本地行业及中小企业的推广

（3）

经济价值的创造

2

环境绩效

[1]

(industrial cluster)。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地方专
业化的产业集聚区,波特的研究针对产业集群提出了具有适用性的“竞争
[2]

钻石模型”并阐释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自此,其研究引起了各级政府

3

社会绩效

及决策部门的兴趣,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被采纳推广。
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土地集约利用率较高,
因竞争优势促进了生产效益的提高,降低了管理成本,积极推动了区域的

4

经济绩效

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工业园区也有可能对当地的社会及环境造成更大
的负面影响,包括环境污染、劳动力分配不均、资源耗竭等方面。因此,
为了平衡对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正负面影响,合理有效的规划及管理
在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显得尤为重要。

2 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政府及国务院在国内开始兴办经济技术

在工业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诸多国家均致力于推动工业园区的可持

开发区,最初集中于最早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国家批准成立了国

续发展,努力减小其对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

内最早的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及上

(Rio de Janeiro)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自此之后,国内出现了“开发区热”现象,至2004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s)

年,各类开发区达到了6866个。随着开发区的泛滥,随意圈占耕地、越权管

的概念被首次提出。至今为止,对于生态工业园区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上被

理、政策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开始逐步暴露,中国政府开始对开发区进行

引用较多的定义为“生态工业园区是在同一产权地上由制造业和服务业组成

清理整顿 。根据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国家开发

的社区,成员企业通过合作管理环境及资源问题,寻求环境、经济和社会绩效

区四至范围公告目录(2018年版)》,截至2018年,确定了五类共552家国家

[4]

的提升。通过合作,每个成员企业会通过优化其个人表现来达到集体利益大于

级开发区的名称、面积和四至范围,包括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6

个人利益的目的”
。2017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联合国发展组织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35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9家边境/跨境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及德国国际合作公司

经济合作区以及23家其他类型开发区。除了国家级开发区以外,中国工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GIZ) GmbH)

园区还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其他工业园区等多种类别,工业园区的

总结定义了国际上第一个生态工业园区框架,主要的绩效考核要求为园区

发展为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贡献了极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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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但随着国内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由于环境管理及污染防治能力仍未
满足相应需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

序

态工业园区的探索和实践成为了解决工业园区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号

中国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评价指标

分类

指标
（1）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经济发

（2）

人均工业增加值

展

（3）

园区工业增加值三年年均增长率

（4）

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1）

建设规划实施后新增构建生态工业链项目数量

（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3）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

等角色。在园区内,具有产业集聚性的企业可以进行副产物及废弃物的

（1）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2）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三年年均增长率

交换利用,共享基础设施,对能源及废水进行梯级利用,企业可以获得经

（3）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济、社会及环境效益,企业与园区可以从中实现双赢。工业产业生态化

（4）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5）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6）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7）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范园区——贵港(简称“贵港生态工业园”)正式批准建立,为全国第一家

（1）

工业园区重点污染源稳定排放达标情况

示范生态工业园区。贵港生态工业园由六大板块组成,分别为制糖、蔗田、

（2）
工业园区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地方特征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造纸、酿酒、热电联产和环境综合处理等,各板块之间由中间产品及废弃

（3）

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4）

环境管理能力完善度

（5）

工业园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率

环境保

（6）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护

（7）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度

（8）

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的重要手段。2000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始整体推动国内生态工业园区的
建设,逐步形成了“有标准可依、依标准建设、据标准考核、示范试点带

1

动、建立长效机制”的发展方向。生态工业园区内通过清洁生产、资源整
合再利用等方式实现资源的闭路循环和梯级利用,最终形成类似于自然生

2

态系统中食物网的工业生态系统,包含“生产者”
、
“消费者”及“分解者”

3

的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并降低污染排放量以及对环境造成的

产业共
生

资源节
约

负面影响。
2001年8月14日,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国家生态工业(制糖)建设示

物的交换而交织联动,形成了较为完成的生态工业网。主要生态工业链(图
1)为种植甘蔗用于制糖,制糖产生废弃物废糖及蔗渣,其中废糖用于制作

4

酒精,酒精废液制作复合肥,然后返田种植甘蔗,另外蔗渣用于造纸,产生

（9）

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处理达标后统一排放。通过该闭合完整的生态工业网,废弃物得到了有效

（10）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削减率

（11）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利用,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排污减少,环境污染水平降低,为全国制糖工

（12）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13）

绿化覆盖率

（1）

重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率

（2）

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3）

生态工业主题宣传活动

的白泥用于生产水泥,废水通过处理后送至锅炉,锅炉房产生的废水再经

[5]

业铺垫摸索出了环保、高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
5

信息公
开

根据2017年环境保护部、科技部、商务部发布的《国家生态工业园区
示范名单》,国内已有48个批准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以及45个批准开
展建设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01~2016年历年批准数量如图2所示,
其中2014年批准数量最多,为22个,2010、2013、2015及2016年批准数量为
10~20个,2002、2004、2005、2006、2007及2009年无批准的国家生态工业
园区项目。

图1

贵港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链

在逐步摸索落实之后,《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以及《静
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于2006年发布实施,为我国最早的生态工业
园区相关标准,2009年发布实施了《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2015年,
环境保护部、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促进了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同年,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
、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以
及《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合并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由环境保护部发布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的评价指标分类接

图2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历年批准数量统计图

3 上海生态工业园区现状及案例

近于国际上生态工业园区的绩效考核标准,我国评价指标分类包括经济发

上海作为国内发展领先的一线城市,在经济发展面临“高投入、高消

展、产业共生、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信息公开五大板块,共32项具体

耗”的困扰下,探索实现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人口、经济以及环境问题

指标(表2),并规定了评价要求以及设计因子的计算方法。该标准为国家生

的重要举措。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可以在工业体系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

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批准、评估提供了技术依据,为打造并推广具有代表性

高经济竞争力,是上海在社会、经济发展路上的必然选择 。根据《国家

的园区提供了参考依据。

生态工业园区示范名单》(2017),上海市共有7个批准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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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以及2个批准开展建设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表2),总数量在全国
各省市及自治区中位居第三(图3)。
表2
序号

上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名称

总体来说,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与国外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许多问题及挑战。首先,生态工业园区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仍存在
缺陷。比如我国资源税较低,因此资源价格偏低,且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由

批准年份

批准时间

一、批准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园区

于成本较低造成增值税较高。在多数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情况下,上述因
素不利于激励企业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目前除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1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2010

8 月 26 日

2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

2011

4月2日

3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2012

12 月 26 日

4

上海化学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3

2月6日

设及后期运营。其次,由于全国各地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大力推进工业

5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2014

3 月 20 日

园区规划建设,造成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对企业的准入标准降低,这对工

6

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4

3 月 20 日

业园区生态化及产业集群非常不利。

7

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2016

8月3日

二、批准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园区
1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

2013

12 月 20 日

2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

2015

7月3日

外,省市级生态工业园区也在形成之中,但其批准门槛及管理水平大多不
符合要求,未来应按照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要求,规范工业园区的建

未来为了积极推进我国高效益、生态化的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政府
应加强或维持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管理,深入探索循环经济理念的
实际应用,在主要行业领域及污染风险较高的区域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园区,
为全国范围的推广做好铺垫。需尽快建立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生态工业
园区的规划建设条件,建立健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激励机制。比如政府
可以在生态化高新技术企业的建设过程中,给予征地、审批、投资等方面
的政策倾斜。根据企业在清洁生产、绿色工业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适当税
收优惠,降低绿色产品成本,提高相应企业及产品的市场竞争性,形成良性
循环。
每个生态工业园区可根据自身产业特点,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使得
园区内企业及时获取供求、政策信息等,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类型、产排污
情况、废弃物组成及处理方式、公用设施信息、人才信息、相关政策导则
及管理要求信息等等。及时且准确的数据分享,有助于促进生态工业产业
链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保持能量及物质的流通性。园区应扶持并引进专业

图3

各省、市及自治区内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数量统计图

的技术咨询机构,为生态产业链的管理,生态成果的应用转化提供服务。总

以上海最早批准的上海市莘庄工业为例,该工业区成立于1995年,

而言之,我国各地区在工业产业生态化的路上还在起步阶段,还会面临诸

总开发范围22.91平方公里,实际开发产业用地11.10平方公里。自成立

多挑战和困难,但对生态工业园区的探索与实践将极大程度上有利于实现

以来,莘庄工业区陆续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

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

系以及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是全国率先通过三认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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