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

厦门市发展循环经济的
创新之路
薛育芬
厦门市能源、水和土地等资源十分稀缺。 ９９％

１、思路创新， 突出重点抓节约

以上的能源从外地调入；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８６１ 立

以“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动静结合、注重实效”

方米， 约为全 国人均量的 ４０％， 城区供水系 统 ８０％
的原水靠外来水源调配；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０２ 公顷，

为原则， 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活动， 主要是抓 好 ５ 个
“百家工程”。

远低于全国人均 ０．１０ 公顷的水平； 只有 ２０ 余种矿

百家企业节能工程。对年综合能耗 ３０００ 吨标

产资源， 以非金属建筑材料和水、热矿产为主， 且规

煤以上的工业企业及部分大型宾馆、商场等 １００ 家

模达到大、中型的不多。固有的资源状况， 使厦门较

单位实施节能。首批 ３０ 家试点单位共投资 ３０００ 多

早地意识到资源与发展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 关

万元， 实施 ３５ 个 节能技改项 目， 年节电 ４０５７ 万 千

系， 较深地体会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坚持科

瓦， 平均节电率 ３８％， 投资回收年限均为 ２～３ 年， 经

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在注重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

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前提下， 厦门市以较低的资源消耗支持了国民经济

百家企业节水工程。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

的较快发展。

推行水的再利用及“零排放”， 企业生活污水和一般

２００５ 年， 全市 ＧＤＰ１０３０ 亿元， 人均 ＧＤＰ 达
８３２６ 美元； 万元 ＧＤＰ 综合能耗约为 ０．６６ 吨标煤，

等。高污染行业的高浓度废水则应用膜分离等先进

水 耗 １３．２ 吨 ；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耗 电 １０５０ 度 ， 耗 水

技术， 在实现废水循环使用的同时， 回收废水中的

１５．２ 吨； 工业 固废综合利 用率 ８３％； 工业用 水循环
利 用 率 ９０．８５％ ； 城 市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９３．５％；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７７％； 每平方公里土地
实现 ＧＤＰ６５６３ 万元； 全市范围内已开发建成工业
区 ４１ 平方公里， 平均 投资密度每 平方公里 ２１ 亿

有用物质， 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 用于绿地、农田灌溉或冲 厕

百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在对物耗能耗、污染

元。
厦门市致力发展循环经济， 依靠创新持续地提
升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走出了一条具有厦门特色的
发展之路。

发展循环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厦门市通过建立健全机制体制、制定完善政策
法规、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转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等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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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等情况综合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对 １１ 家物耗

可持续发展”。同时， 组织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

能耗高、污染负荷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划》、
《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节约用水规 划》等

核； 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 提高企业实施清洁 生产

专项规划。

责任感、积极性和自觉性， 已有 ５１ 家节能降耗潜力

３、政策创新， 激励节约有措施

较大的企业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组织清洁生

厦门市在充分利用国家 和福建省有 关优惠政

产培训， 培养清洁生产工作骨干队伍 ， 为全面推行

策的同时， 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

清洁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节能补助。建立目标责任制， 根据企业节能投

百家企业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通过

资项目竣工后两年的节电量， 给予相应 补贴， 对节

实施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系列标准， 提高企业遵守环境法规

能率达 １５％的示范性项目， 给予技改项目贴息或补

的自觉性， 建立系统规范的环境管理制度， 促进 企

助， 节能效果突出的表彰奖励。

业在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循环用水、回

用水管理。实行阶梯水价收费， 对使用节水型

收废弃物和改进工艺流程等 ， 达到节约成本， 降低

器具的单位和家庭， 从加价水费节水专项资金中予

能耗物耗的目的。

以补助和奖励； 对实施中水回用的企事业单位， 相

百家规模化生态型畜禽养殖场。全面推广规模

应返还排污费； 对用水管理、降耗增 效有力的 单位

化生态型畜禽养殖模式。有土地的规模化养殖场推

实行政策倾斜； 对节水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行猪 － 沼 － 草（ 鱼、林、果、菜） 生态 型“零排放”养 殖

给予表彰和奖励。

模式， 无土地的规模化养殖场推行发酵式生 态型

集约用地。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工业、农业和高

“零排放”养殖模式。应用生物技术资源化利用畜禽

校的节约集约用地举措。建立“税收门槛和地价浮

粪便及污水， 实现良性循环。

动”供地机制， 按照用地面积“累进”计算地价， 对税

２、机制创新， 齐抓共管促成效

收产出高的从地价上给予“累退”补偿； 提高工业用

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 保障循环经 济有序发

地价格标准， 按行业规定项目投资强 度、土地产出

展的关键， 厦门市把这项工作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

率、建筑容积率、绿地率和建筑系数等控制指标， 容

程。

积率越低， 地价越高。
健全机构。 ２００４ 年末厦门市成立了发展循环

资源利用。制定《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实施

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组织协调发展循环

办法》， 对资源综合利用单位的申报条件、认定内

经济的各项工作， 形成了以市政府为中心， 市循环

容、认定程序和监督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 充分利

办牵头协调， 各部门分工协作， 全市上下共同推进

用国家对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的有效工作机制。

对通过认定的企业给予增值税、所得税和消费税的

法规保障。《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规定了政府、企业、公众
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义务及鼓励措施等。厦门
市政府在《厦门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城
市工作意见》中， 提出了节约降耗、高效与循环利用
资源等工作重点和措施。还相继出台了节水、节地、
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规章。
制定规划。厦门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提出
“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按照减量化、再 利
用、资源化的原则， 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 以节
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
济为重点，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 促进经济和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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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腾出土地， 为引进和发展低耗
高效、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条件； 将全 市

４６ 个工业园区整合为 １４ 个， 明确各园区产业功能
定位， 促进产业集聚和资源综合利用。

５、技术创新， 变废为宝创佳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工业废水废渣、生活垃圾日益增多。厦门市通过技
术创新使废物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
回收特种废纸有效成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含银固体废物综合开发技术， 应用于感光行业的废
相纸、废胶片， 包装行业的塑封、铝塑封等不可降解
特种废纸的综合处理， 实现了白银、纸浆、ＰＥ、铝粉
减免。

等有效资源的全面回收。可回收 ９３％～９５％的高纯

４、管理创新， 科学规范是根本

度白银， 远高于传统焚烧法 ７５％的 回收率， 同时 避

采取目标管理和持续跟进措施， 不断提出新要

免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

求、新目标， 保证循环经济工作的深入开展。

督检查， 对主要耗能设备、工艺系统进行检测。通过

ＰＴＡ 氧化残渣资源化。自主研发的精对苯二
甲酸 （ ＰＴＡ） 残渣 萃取、分离、脱 苯和催化 反应关键
技术， 利用化工行业 ＰＴＡ 氧化废渣生产工业级苯
甲酸和不饱和聚酯树脂。在解决国内 ＰＴＡ 企业氧

节 能 监 测 ，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分 析 原 因 、提 出 整 改 措

化残渣处置问题的同时， 为周边地区提供质优价廉

施， 督促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

的苯甲酸和不饱和聚酯树脂原料。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对年耗能 １ 万吨
标煤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 监

定节能技改鼓励方向，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解决企
业节能技改资金和技术投入不足问题。

钨废料回收利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废钨料处
理工艺， 成功地将处理后的钨废料与钨生产线对

加强用水单位指标管理。要求月均取水量

接， 氧化钨生产质量达到国标 О 级， 有效地减少了

３０００ 立方米及以上的用水单位， 每 ３ 年开展一次
水平衡测试， 不实行者扣减 ３０％的用水计划指标。

钨金属资源的消耗。

用水单位产品结构、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或改变用水

建筑废土、造纸黑液等废弃物， 生产装饰烧结砖。减

性质时， 都要及时组织水平衡测试。

少废石粉占用土地和污染环境， 替代机砖生产取

实现土地梯度开发。按“一心两环、一主四辅八

废石粉生产环保砖。利用废石粉、煤渣、淤泥、

土， 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源。

片 ”组 团 式 城 市 空 间 结 构 ， 梯 度 开 发 ， 节 省 土 地 资

有机废物资源化。采用生态接口技术， 规模化

源， 保留发展空间。建设规模化标准厂房， 引导工业

处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和水浮莲等有机废弃物，

项目向园区集中， 新增的一般性工业用地， 必须在

生产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有机、无机和微生物三

工业园区内选址。通过土地整理将农村分散的耕地

维复合肥； 利用废弃食用油脂加工生产供陶瓷加工

连成片， 提高了耕地的使用效益。

用的植物燃料油、供机械加工用的淬火油剂、供皮

建立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初步确定一批包括物

革工业用的 ＳＯＴ 皮革合成加脂剂和机械加工用的

资综合利用、废物资源化、水的梯级利用、节能降耗

冷却液等产品。为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和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为推动循环经济

处理提供了有效途径。

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生化技术开发水葫芦产品。利用水葫芦大量吸

大力发展低耗能高效益产业。通过老企业搬迁

收水体富营养成分净化水质的特性， 在纳污水库种

和技改， 大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 关闭一批

植水浮莲处理污水； 定期收获水葫芦， 从叶柄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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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
上，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
转变两种模式： 转变粗放的生产模式， 形成资
源高效利用的增长模式； 转变传统的消费模式， 形
成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
构建三个体系： 构建发展循环经济政策法规体
系； 构建低耗高效产业体系； 构建企业为主、政府支
持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体系。
取生物活性物质， 生产抗真菌溶液和消炎止痛的皮
肤护理治疗产品。研究开发水葫芦的生化和医药价
值有利于保护中草药资源， 减轻水葫芦破坏生态的
状况。

厦门市循环经济工作， 将继续走创新之路， 依
靠思路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制度创新、科
学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创新、消费方式创新， 群策群
力， 再创佳绩。力争到 ２０１０ 年达到以下主要指标：
万元 ＧＤＰ 能耗为 ０．６３ 吨；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困难与问题

低于 １５ 立方米；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９０％； 工业

发展循环经济中， 厦门市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８５％；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达 １００％；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８０％， 再生利用率

１、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和机制

达 ２０％； 城 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 ９５％； 废 钢

在税收、收费、投资、财政补贴和激励机制等方

铁及有色金属、废塑料、废旧轮胎等废旧资源的回

面缺乏完善的优惠政策； 废旧物质的回收、循环和

收利用率达到 ７５％。

再生利用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监管， 对已经显现成效

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发展循环经

的废油脂、厨余垃圾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项

济关键要树立科学发展观， 正确处理好内涵与外

目缺少相关的政策扶持、法规规范和有效的推广机

延、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

制。

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积极

２、节能工作任务艰巨
２００５ 年， 厦门 市 万 元 ＧＤＰ 能 耗 为 ０．６６ 吨 标

引导企业主动做好节约降耗， 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号召社会公众共同参与， 全民树立节约为荣、

煤， 属国内先进水平， 以现有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

浪费为耻的生产生活观念， 使节约成为全社会的自

平， 下降空间有限， 如新建项目忽视能耗指标， 可能

觉行动， 营造良好的节约型社会氛围， 促进经济社

出现单位能耗上浮现象； 厦门市建筑节能基础较

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弱， 需对现有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改造，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才能达到国家节能设计 标准提出的 节能 ５０％的目
标。

３、用水效率有待提高
目前厦门供水能力尚有富余， 为此， 一些单位
和居民对节水重要性认识不足， 节水目标不够明
确， 紧迫感不强， 影响了节水工作的全面展开； 城市
生活污水回用设施建设滞后， 回用率较低， 水资源
没得到充分利用。

目标及展望
厦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方略是：
实现一个目标：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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