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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在分析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日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的背景。依

托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总结了示范区围绕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这一主题，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其形成的值得

借鉴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和模式。这种实践与探索对同类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我国推动循环经济型生态城

市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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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已被

认为是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1]
。国内外许多城

市和大都市区都开展了不同类型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如中国的低碳生态城市探索，美国的伯克里、丹

麦的哥本哈根市等
[2-5]

，对生态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三大基础架构之

一
[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被大量引入

生态城市的实践中，如日本以“零排放”为目标的循环

型城市建设，英国政府的零碳生态城镇建设，我国兰州

市、乌鲁木齐、贵阳市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市建设等
[7-9]

。

实践证明，将循环经济理念与生态城市建设相结合，通

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城市化发展中的一系列生态矛

盾，可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资源压力

以及环境退化等困境，促进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的高

度协调和有机统一，实现城市低碳、绿色、生态化发

展。 

 

1111 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内涵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内涵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内涵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内涵    

1.11.11.11.1 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一词萌生于美国经济学家 K•波尔丁在

1966 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指在人、自然资

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

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

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

经济
[10]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它在理论上解决

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

现形式
[7]
。 

    

1.21.21.21.2 生态城市的内涵生态城市的内涵生态城市的内涵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的概念是 1971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

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的
[11]

。生态城市是现代

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依托现有城市，根据生态学原

理，并应用现代科学与技术等手段逐步创建的，在生态



2 
 

文明时代形成的一种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

人类居住区
[7]
。生态城市的基本自然观是自然融入城市、

城市归于自然；生态城市的本质是和谐、宜人的人居环

境
[12]

。 

 

1.31.31.31.3 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内涵内涵内涵内涵    

生态城市建设的三大基础构架是安全生态、循环经

济、和谐社会
[6]
。其中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关键环

节。因而，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就是以循环经济理念推

进城市建设，通过城市企业—产业—区域—社会四个层

面循环，以及城市各子系统及其内部的物质循环利用，

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实现资

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安全、健康，资源生态环

境承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型生

态城市具有高效性、和谐性、生态安全性和系统性的特

征。 

 

2 2 2 2 日日日日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背景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背景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背景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背景    

作为一座新兴沿海港口城市，日照区位、港口、生

态、环境优势突出，开发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但

发展起步晚，综合经济实力较弱，2013年全市生产总值

1500.16亿元，在山东省 17地市中排第 10位，而且，伴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也

逐渐显现出来，生态、环境优势有了新的挑战。如何正

确处理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发展与可持续利用资源的

关系，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成为日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沿海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成为

日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999 年 11月，日照市被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简称实验区），2006 年 7月顺利通过验收，2008年

9月，被科技部批准为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简称示范区，英译为 National Sustainable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示范区是在实验区建设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可持续发展示范试点，是践行科学

发展观的基地，主要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重

点问题，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探索与实践。多年

来，全市各级充分利用示范区这一平台，依靠科技进步

和改革创新，认真推进沿海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这

一示范主题，对海洋特色新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3 3 3 3 日照循环经济日照循环经济日照循环经济日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型生态城市型生态城市型生态城市发展的经发展的经发展的经发展的经验验验验与模式与模式与模式与模式    

3.3.3.3.1111    建立和完善建立和完善建立和完善建立和完善““““三大体系三大体系三大体系三大体系””””，，，，支撑循环支撑循环支撑循环支撑循环经济经济经济经济产业健康产业健康产业健康产业健康

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首先建立和完善科学决策体系。市政府成立了由市

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全市上下，各级各部门密切

配合，协调联动，积极推进低碳循环产业发展，保护生

态环境。其次就是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推进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开展可持续发展

的创新载体建设，为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最后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科技示范体系。围绕

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认真组织实施低碳循环型科技示范

项目、确立示范企业和示范园区，不断完善示范体系。

现日照市已经实施 30项示范项目，确立 30 家示范企业

和 5家示范园区，为全市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标兵，明

确了方向。 

 

3.3.3.3.2222 建立一个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一个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一个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一个技术创新联盟，，，，为示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为示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为示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为示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示范区建设示范区建设示范区建设示范区建设，，，，科技是先导科技是先导科技是先导科技是先导，，，，是支撑是支撑是支撑是支撑。。。。    

                多年来，日照市围绕构建是示范区科技支撑体系，

建立了 81个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其中也有多数是省级

以上技术创新平台我们围绕推进产学研紧密合作和创新

驱动循环型低碳生态产业发展这一总体目标，以市属重

点企业为主体，联合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等高校、科研机构，于 2013年组建了“循环型

低碳生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联盟的建设，

打造一个支撑循环型低碳生态产业发展的跨学科、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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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跨传统产业的综合性技术创新平台，加强相关技术

的集成创新，为循环型低碳生态产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

高效的科技支撑。 

    

3333.3 .3 .3 .3 突出突出突出突出““““三个循环三个循环三个循环三个循环””””，，，，探索循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循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循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循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在企业推行“小循环”，使企业尽量实现资源的再

利用，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提高

物质的循环使用效率；在园区推行“中循环”，促进循

环产业链形成，加大各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力度，积

极构建循环型产业链；在全社会推进“大循环”，大力

开展植树造林和海洋资源修复，努力改善绿地和海洋生

态条件，加强水资源保护和循环利用，对水源地和主要

河流进行重点保护和治理。 

    

3333....3333.1“.1“.1“.1“小小小小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型型型型生态生态生态生态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企业是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循

环型生态企业以“高利用型产业链”、“废弃物零排

放”为目标形成企业内部循环经济模式。因此，日照示

范区以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线，不断培

育和发展循环型生态企业。典型的示范工程有：  

 

（1）浆纸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工程。亚太森博（日照）浆

纸有限公司立足循环发展和清洁生产，高起点规划和建

设，创国内单个浆纸工厂环保投资之最。2013年引进新

加坡全套设计和技术，建成城市污水回用项目，平均每

天回收日照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污水 4 万立方米，每年节

约水资源 1000 多万立方米，这是全国第一个再处理回用

城市生活污水用于浆纸生产的工程。在备料阶段的剩余

木屑，用于发电、供气等，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不仅

能够满足工厂自用，还能供给国家电网，减少了化石燃

料的使用，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制浆过程中产生的黑

液进行蒸发、燃耗、苛化，提取出蒸煮工段需要的化学

品，每年可以节省烧碱 50-60万吨，节省标煤 120万

吨；生产过程中利用天然气代替重油可大量减少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白泥经过石灰窑的煅烧，

产生石灰石，污水经过四级深度处理后，供应日照港区

喷淋、抑尘等。 

 

（2）啤酒酿造资源化循环利用工程。青岛啤酒（日照）

有限公司严格遵循清洁生产和绿色环保理念，秉承“减

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利用原则，关注所有原

料以及整个流程中副产品的回收，生产过程产生的 11 种

副产品参与企业内部或社会的循环。2013年回收利用水

资源 8 万方，配套了酵母烘干机、酒糟烘干机等加工设

备，对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酵母、酒糟、酒花凝固

物进行回收，作为家畜家禽的饲料添加剂。产生的废硅

藻土、废商标泥、污水处理的污泥，加工转化成肥料、

造纸原料，2013年综合利用价值达到 500万元。对生产

过程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全部回收，实现二氧化碳

的零排放。热浪回收技术将麦汁煮沸产生的热能进行回

收为下料水升温，是 20 度的下料水升温至 82 度，年减

少蒸汽消耗 3000吨，节约标准煤 390吨。 

 

（3）污水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工程。日照市城市排水管

理处通过采用 BAF过滤消毒处理等技术处理城市污水，

出水达到城市杂用水、景观用水、工业循环冷却用水的

标准，每年减少地下水开采 1000万立方，现在全市污水

处理能力已经达到 12万吨/日。选用高温好氧发酵技

术，处理城市污泥，有效改善污泥污染严重的问题、降

低污泥处理成本，变废为宝，实现污泥处理和减量化、

资源化。污泥减量率达到 60%，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污泥循环利用率达到 100%，生产出应用于园林绿

化领域的营养基质，进一步加工成为有机肥料，实现污

泥的资源化利用。到目前，已经实现了每天 120吨的污

水处理能力，年产营养基质 2.6万吨，为有机肥厂提供

了优质的可靠资源，杜绝城市污泥的二次污染。 

 

（4）生物质发电和柠檬酸清洁生产示范工程。海汇集团

莒县大自然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利用木屑、作物秸秆

等生物质能源燃烧发电，降低煤炭消耗，解决了因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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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焚烧引发的大气污染、交通受阻和消防安全问题，

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年燃

用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量燃料 15 万吨，年发电 1.7×

108kwh，节约标煤约 7.5吨。鲁信金禾生化有限公司对

污水进行厌氧处理，日处理污水 4500立方，对污水处理

得到的沼气作为能源用来沼气发电，年发电量 1260万千

瓦时，创造效益 650万元。发电后的尾气用来烘干菌丝

体，使生产废物菌丝体由废弃物变为蛋白质和有机原

料。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钙，采用连续蒸压烘干生

产高纯度高强度α-半水硫酸钙，实现产值 1050万元，

实现利润 300万。项目运营后成功解决硫酸钙污染的难

题，并化废为宝，生产出品质远优于天然矿石的特殊用

途石膏材料，同时减少了天然石膏的开采量，有效地保

护了自然环境。 

    

3333.3..3..3..3.2222““““中中中中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    

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型生态城市的重要支

撑。园区内彼此靠近的企业（部门）或单元按照物质循

环、生物和产业共生原理组织起来，构成一个从“摇

篮”到“坟墓”利用资源的具有完整生命周期的产业链

和产业网，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手

段，最终实现园区的“零废物”与“零污染”。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培育生态循环型企业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梯次利

用。通过打造“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新型资源利

用模式，构建产业复合体系，实现了资源的多层次利

用，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园区积极推进浆纸产业链、机

械装备产业链、粮油食品产业链、热电固废资源化利用

产业链、生物化工产业链等循环型生态产业链的延伸，

并积极探索各产业之间资源、能源等的共生共用网络，

初步实现了园区内资源、能源的交换和梯次利用。例如

阳光热电公司粉煤灰和灰渣全部用于生产新型建材；洁

晶集团海藻废渣，与益康农业科技公司合作，生产益生

菌生物制剂，进一步用于生产饲料、有机肥料等。凌云

海糖厂废糖蜜用来发酵生产酒精，酒精又为醋酸乙酯的

生产提供原料，废糖蜜还被食品行业用来做生化发酵培

养基。今年 4 月，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了国家级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成为我国第八、山东第三个国家

级生态工业园区。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发展低

碳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2009 年被批准建设山东省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 

 

3333....3333.3“.3“.3“.3“大大大大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型循环型循环型循环型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循环型城市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方

式。是建立在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充分有效利用现有

资源和高科技的基础之上进行生产消费活动的城市，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循环型城市的重点在于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上。为此，日照市坚持“3R”

原则，在全市区域内积极探索和推行排放、高碳利用、

改善生态、优化环境、循环利用、和谐发展的“大循

环”，有效地促进了循环型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 

 

（1）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力推

行建筑节能和清洁能源利用。全市县城以上城市规划区

内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建筑和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建

筑，必须全面应用太阳能光热系统，并与建筑进行一体

化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目前，全市市区建筑太阳能

热水器普及率 95%以上，农村 30%以上。实施市区集中供

热改造提升工程。该工程投资 4.6亿元，以华能日照电

厂的余热为主热源，对市区集中供热管网实施一次性建

设改造，可以取代关停市区热电企业和热力公司的 16台

锅炉，进一步改善市区空气质量。2010 年，市政府安排

7000万元专项资金，集中淘汰关停日照市现存的 19条立

窑水泥生产线，实现淘汰落后产能 400万 t，节约标准煤

超过 40万 t。 

 

（2）集中处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实现达标排放和循

环利用。日照市现在 8 个污水处理厂，全市日处理污水

能力 18.3 万 t。日照第一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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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日照港区喷淋抑尘处理及绿化用水提供中水近 100

万吨。日照第二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5 万吨，采用氧

化沟工艺，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B排放标准，实现了

“中水回用、污泥处置、水质监测”全覆盖的全省创新

发展管理模式。 

 

（3）积极推广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金星（日照）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坐落在日照市岚山区碑

廓镇郁家村，是一个集农业科研；畜牧养殖；沼气、有

机肥生产；有机农业种植为一体的现代生物动力农业庄

园。园区内以微生物厌氧发酵技术为纽带，依托以色

列、韩国农业生产设施，果蔬新品种和高光效利用有机

种植技术，进行养殖业、种植业高效有机循环农业生

产，形成了多种生产种类多、生产效益高的有机循环农

业产业链。园区从模式上和理念上能为我国现行农业转

型提供更大的示范性，不仅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而且实现规范化。 

 

（4）着力改善陆地和海洋生态条件，实现城市绿色、生

态化。全市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海洋资源修复，努力改

善陆地和海洋生态条件。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9.2%，城区绿化率达到 42.96%；海底森林和海洋牧场面

积逐年增加，近海海域生态条件不断改善，海洋生物资

源增殖明显。2013年，日照市区空气质量功能区达标率

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28 天，在全省列第四。

饮用水水源地全部满足一类水质标准。 

 

（5）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日照市水产研究所根据本市水

产养殖领域的现状，依托在水产养殖领域的技术优势，

联合有关生产厂家共同研究开发了太阳能用于水产养殖

技术，有效地克服太阳能本身所具有的稀薄性和间歇

性。为“金乌贼亲体暂养及人工繁育”、“海蝉蟹苗种

培养及生物学技术研究”的春季育苗环节做好了充分的

水温要求准备。在非阴雨的天气下，春秋季和冬季每天

分别可提供 150方和 120方高于常温 10 摄氏度的热水供

1000平米水产养殖温室大棚所需，替代了以前的锅炉加

温，保证了无燃煤无二氧化碳排放的水产养殖和科研中

作的顺利进行。 

 

4444 体会与建议体会与建议体会与建议体会与建议    

    作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验示范基地，示

范区建设的机理是基于“问题—对策—响应”机制，即

针对限制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及

其对策，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总结形成响应机制。

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是日照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日照示范区在实践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中取得

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可为其他类似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示范和借鉴。然而，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

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建立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

政府到社会公众的全方位支撑体系，并广泛借鉴国外成

功的实践经验，才能有效地推进。 

 

    针对日照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未来应

从以下几方面继续推进示范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遵循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建立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和节

约型消费体系；保护城市生态，建立城市污染防治和资

源循环利用体系；依托滨海湿地资源，发展滨海生态旅

游业；大力开发相关绿色技术，着力发展风能、潮汐能

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健全城市发展的法律法规，保障

经济、社会、生态及环境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建立群

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培育人们的生态意识以及建立

高度的城市生态文明，最终形成和谐的城市循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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