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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園區——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的規劃展廳裡，
「城市礦產、綠色低碳、資源有限、循環無限」 的標語讓人們深思。天津所
有的家電以舊換新後替下的舊家電都在這裡回收拆解，這種城市垃圾的全新
處理方式體現了現代城市的文明，體現了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也是城市發
展的趨勢和方向。2011年在天津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科協年會循環經濟發展
論壇上，多位專家對天津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進行分析並給予了高度評價，
認為 「子牙模式」 值得推廣。

循環經濟是在遵循生態學規律前提下，綜合考慮
環境容量與經濟社會運行關係，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
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實現 「資源、產品、再生資源」
閉環反饋循環過程，完成從廢物排放到廢物淨化和循
環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方式升級。

天津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既實現了產業區建設與
城鎮化進程相結合，也實現了工業循環經濟和農業循
環經濟的耦合。通過 「子牙新城」的建設，對原規劃
內所有村莊進行改造，構造綠色建築群，並完善生活
配套設施，前瞻性地解決了被佔地農民搬遷、人口安
置問題，而產業區多層次企業也讓農民就業有了保
障。

「循環經濟」
讓生態與經濟效益共贏

印象中，拆舊企業周圍往往是煙霧繚繞、塵土飛
揚。走在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內，目光所及之處，卻
是寬廣平坦的區內路網、整齊劃一的車間廠房、功能
先進的拆解設備，不絕如縷的車輛每天運進廢舊物
資，運出 「礦產」，處處洋溢着現代化氣息，讓人耳
目一新。

為走好循環經濟這條路，他們也經歷了艱難和痛
苦。受歷史環境制約，長期以來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嚴
重影響了企業產能和效益的最大化，使全縣受到環境
污染、耗能過高的 「瓶頸」制約。發展經濟絕不能以
環境為代價！2008年，經過深入調研後，靜海縣推出
了 「生態立縣」的發展戰略。至 2011 年就關停了 204
家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目前有 188 多家仍在停產整
頓，限期治理。

正是這種理念和決心，使得靜海的循環經濟發展
步入了快車道。去年 4 月，TCL 奧博天津環保發展公
司正式投產，這是目前國內投資最大、技術最先進的
家電回收企業，一期工程即達每年 300 萬台廢舊家電
處理能力，平均再商品化率達到85％—90％以上。除
直接可再利用的原材料外，一切有害物質在這裡都將
得到無害化處理。今年該縣在建的投資千萬元以上的
項目達到685個，其中億元以上項目204個，預計全縣
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入分別同比增長
26%、58.2%和45.7%，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逾萬元。

開局 「十二五」
園區經濟平穩發展

過去的一年，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在國家有關部
委和市、縣部門的支持幫助下，各項工作均呈現良好
發展態勢，特別是基礎設施和項目建設全面提速，為
園區今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全年新上工業項目30
個，總投資 60.04 億元。其中，在建項目 19 個，總投
資 51.92 億元；待建項目 11 個，總投資 8.12 億元；跟
蹤洽談項目16個。 「天津光谷產業園」和 「浙商工業
園」相繼落戶園區，TCL奧博、同和綠天使頂峰廢舊
家電回收利用項目等一批重點項目建成投產，在全國
同行業內起到示範作用，今年園區將圍繞構築循環經
濟新興產業高地，繼續推進招商項目建設，在談項目
抓簽約、簽約項目抓開工、開工項目抓投產，切實抓

好招商工作，再掀招商引資新高潮。
同時，重點加快 「天津光谷產業
園」、 「天津浙商工業園」的招

商，加快義烏北方（天津）
國 際 商 貿 城 生 產 基

地、海泰環保廢舊橡膠回收利用基地等重點項目的開
工建設，加快萬綠達集團廢舊資源再生利用項目、福
龍源（天津）金屬表面處理項目等16個在談項目的溝
通洽談，做好項目服務工作，力爭年內實現招商引資
50億元。上半年，園區將有12個項目竣工，總投資46
億元，16個項目開工建設，總投資11.3億元。在此基
礎上，全面加快環境開發，提升園區載體功能。今年
園區全年基礎設施計劃投資20.29億元。其中，完成道
路建設24公里，各項附屬工程隨路同步實施，鋪設中
水管網23公里，新建公共綠地面積1655畝；示範小城
鎮公建項目年內全部完工，還遷房項目年內具備入住
條件，專業配套及景觀工程年內完工；啟動派出所、

交警隊、消防站和展館、青少年培訓駐地等項目建
設，並於今年下半年啟動莊園酒店建設。

按照商業網點、小城鎮商業及港河以西平衡地塊
等項目策劃方案，分批啟動項目土地整理及項目前期
工作，適時開工建設；加快 「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
範基地」、 「國家循環經濟教育示範基地」和 「國家
『十二五』十佳循環經濟示範園區」的申報工作，以

及《天津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項目規劃》、《天津子
牙循環經濟產業區信息化規劃》的編制實施，使園區
在機制、體制、政策、環境、服務等各方面得到提
升。進一步加快品牌開發，擴大園區對外影響力。

今年園區將組織參加美國世界廢料大會、 「生態

城市博覽會」、 「再生金屬國際論壇」等國內外展
會，進一步加大宣傳推廣力度，擴大園區品牌影響
力，促進園區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目前，園區各項工
作正按時間節點有序推進，各項目攻堅戰已全面打
響。各項指標到2020年，園區開發面積達到40平方公
里，年再生資源產出達到 1100 萬噸，其中產出銅 230
萬噸，鋁120萬噸，鐵260萬噸，橡塑480萬噸，其他
材料 100 萬噸。年銷售收入突破 1900 億元，實現工業
增加值270億元，利稅收入達到46億元。

「十二五」期間，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以現有條
件為基礎，加快園區的整體建設進程，逐步推進以再
生資源產業為基礎，積極發展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着
力打造 「一個再生資源、新能源和環保產品展示與交
易市場」，建設節能環保高新技術孵化推廣基地和國
際化循環經濟教育培訓基地 「兩個特色基地」；發展
再生資源產業、新能源產業、環保產業 「三大主導產
業」，構建多元化物資回收體系、現代化物流配送體
系和集成型服務保障體系。

產業規劃，到2020年，電子信息產品總拆解量為
69 萬 噸 ， 總 利 用 價 值 63 億 元 ， 佔 地 面 積 約 為

2.88km2；廢舊機電拆解產量為 440 萬噸，總利用價值
1237 億元，佔地面積約為 4.3km2；廢舊汽車拆解產量
為 187 萬噸，總利用價值為 189 億元，佔地面積約為
2.48km2；廢舊橡塑總量為371.38萬噸，總利用價值為
240 億元，佔地面積約為 1.14km2；精深加工與製造業
的年加工量為370萬噸，總利用產值為400億元；佔地
面積約為3.71km2。

各類產業之間，廢輪胎再生利用與廢汽車處理項
目之間關聯密切，精深加工與廢汽車處理、廢機電產
品處理和廢家電處理之間關聯密切，裝備製造與其他
產業之間基本不關聯。廢家電廢電腦主機產業內部的
廢電路板處理與其項目之間關聯密切。

「子牙模式」 值得推廣
子牙模式走出生態經濟新思路，從概念上，生態

工業園區是根據清潔生產要求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
態學原理而設計建立的一種新型工業園區。它通過物
流或者能量傳遞等方式把不同工廠或企業連接起來，
形成共享資源和交換副產品的共生組合，使一家工廠
的廢棄物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或能源，模

擬自然系統在產業系統中建立 「生產者─消費者─分
解者」的循環途徑，尋求物質閉環循環，能量多級利
用和廢物產生最小化。但是在實際的實踐過程中，也
面臨着許多的問題。

在完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生態環保型企業開工
不足；目前我國的相關的法律法規也不夠健全等等。
但是子牙生態園區的建立，為我國相關產業建設提供
了新的思路。主要體現的以下幾個方面：技術突破與
創新，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綠色技術支撐體系，組織
開發具有普遍推廣意義的相關技術；體制機制的完
善，建立健全生態工業園區相關經濟政策，建立健全
生態工業園區相關政策與指標體系。

區域規劃模式促進生態工業園區發展，借鑒主體
功能區等區域統籌的規劃方式，以生態功能和發展主
體功能區劃為基礎，制定區域生態工業發展規劃；開
展生態工業園規劃的相關探索，強調環境與人文要素
的融入。

再生資源不再是扶貧的低端產業，是涉及資源、
能源戰略性的新興產業，是我國 「十二五」規劃的七
個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子牙模式實現產業鏈條轉化

過程中 「自消化」 「零排放」；以生態環保為建設前
提，充分考慮到綠地系統、清潔能源、水資源循環、
固廢處理、綠色建築等多方面因素；依託循環經濟研
究中心及再生資源生產力促進中心，強化園區自主創
新能力，促進技術信息共享；通過田園風光特色的濱
水生活組團，帶動了新農村建設。 「子牙產業區三區
聯動、規劃發展若干產業單元，每個產業單元都包含
工業、科研居住、林下經濟三大功能，突出了產學研
一體化的規劃理念，展示了未來循環經濟園區發展方
向。

目前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推進期，一
方面對資源的需求強烈，另一方面，固體廢物大量積
累 ， 據 悉 ， 發 達 國 家 的 資 源 再 利 用 率 可 以 達 到
70%-80%，而我國人均資源佔有率明顯低於世界平均
水平，工業、城市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率僅為 20%左
右。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恰恰體現了靜海的優勢和前
景，顯示了我國循環經濟發展巨大的空間和潛力。子
牙循環經濟產業區正是乘着全國興起循環經濟的東
風，完成了一個完美的起跑，成為探索循環經濟道路
上脫穎而出的一個典範。

▲生態林海▲

科研服務大廈

▲子牙循環經濟區展廳一角▲

海關車隊

園區居住區

▲園區廠房鳥瞰▲

園區內中國海關和中國檢疫站

子牙循環經濟區規劃展廳

▲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園區 ▲國家級廢舊電子信息產品回收拆解處理示範基地 ▲國家進口廢物 「圈區管理」 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