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在武汉市的实践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华中地区的最大都市。
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好，人口

众多，文化发达、经济基础雄厚。1997年被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共同列为全球15个可

持续发展城市计划之一。

一、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

1.1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良好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经济发展迅速，呈现出

工业、农业、商贸、金融同步大发展的格局。　　

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206.8亿元增长到2004

年的1956.0亿元，年均增长率12.8％；工业生产总

值更是以平均每年14.1％的高速度从2000年的

1422.3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402.34亿元。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武汉市也像许多大型工

业城市一样曾面临着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问题。武

汉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是工业污染，据市环保局

2000年的环境质量公告统计数据，武汉市2000年

排入环境中 SO2的量为12.57万吨，其中工业 SO2

的量为11.8万吨；全市排入环境中的烟尘量为5.83

万吨，其中工业烟尘5.69万吨；全市工业粉尘排放

量2.8万吨；固体废弃物累计贮存量达1039.04万

吨。2)

　　几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理论的

指导下，武汉市逐步走上了一条经济环境共同发展

的道路。2000年至2004年武汉市经济依然快速发

展，但污染物的排放量并没有显著增加，特别是对

环境影响最严重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增加速度远远

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稳中有降。５年间，武

汉市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1％，而工业

SO2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仅为2.5％，工业固废产生

量增长率6.5％，工业污水、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

产生量更是以年均3.9％、2.8％和13.9％的速度减

少。2004年，武汉市主要水体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优良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67.5

％，比2003年增加0.1个百分点；城区饮用水源水

质达标率为99.5％，达标率比2003年上升0.6个百

分点。
　　武汉市５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和工业污染物排

放量详图１‒图４。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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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回圈经济，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武汉市经济发展的状况，存在的环境问题及保护环

境的主要措施，重点介绍了近年来武汉市在推进回圈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武汉市的许多企业在推进回

圈经济方面开展了较好的工作，文章从理论层面总结了这些企业在构建生态产业链、建立生态产业系统

及构建生态产业园等方面工作的特点与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武汉市回圈经济的研究与实践，
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质量提升共赢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回圈经济、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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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工业固废产生量

图３　武汉市近５年工业粉尘排放量

图２　武汉市近５年工业污水排放量

图１　武汉市５年内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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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在武汉市的实践

1.2　武汉市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

　　武汉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保证经济的稳

步发展，另一方面保护环境，避免环境质量的进一

步恶化。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将构建和谐社

会做为战略目标；

　　──加大执法力度保护环境和资源；对污染严

重的企业限期整改，不能达标者坚决取缔。从

1997年至2004年７年间，武汉市就取缔了58家15

种严重污染企业3)；

　　──加大环境保护投入；2004年，武汉市用

于环境保护的投资达39.78亿元，超过武汉地区生

产总值的２％。
　　──根据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在

企业内部推行清洁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武汉市通过构建产业生态

系统等措施推行循环经济，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
为解决武汉市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提供一个新思路。

1.3　环境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武汉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减缓了环境恶化的速度。但是，武汉市面临的

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1.3.1　全市主要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武汉市共有10条主要河流和65个湖泊，根据

武汉市环保局2004年公布的数据，10条主要河流

中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只有２条，占20％；水质

符合Ⅲ类标准的有６条，占60％；水质符合Ⅳ类

标准的有１条，占10％；水质为劣Ⅴ类的有１条，
占10％。65个湖泊中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有３个，
占５％；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有９个，占14％；

水质符合Ⅳ类标准的有14个，占22％；水质符合

标准的有４个，占6％；其他35个湖泊水质较差，
属劣Ⅴ类，占53％。

1.3.2　 废水排放量大。2004年，全市废水排放

量72144.77万吨，其中工业

废水33974.77万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47.09％；

生活污水38170万吨，占废水排放量的52.91％，生

活污水排放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
1.3.3　生活废水处理率低。

　　2004年我市在用城市污水处理厂４座，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率仅达到39.10％。
1.3.4　空气中 PM10依然超标。

　　2004年城区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日平均值为

0.130毫克／立方米，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96）中的二级标准0.3倍，比上年上升

0.011毫克／立方米。

二、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1　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80

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

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
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

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

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

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朱鎔基总理在199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

资源，是中国的基本国策。4)而发展循环经济，树

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型的理念，
正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

然选择。5)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

环利用为核心，以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

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

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 “大量生

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

变革。6)

2.2　武汉市推进循环经济的主要工作

　　传统产业系统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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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子系统，也是与自然生态系统冲突最严重的

一个子系统。要实现循环经济，重要的工作之一就

是把传统产业系统转变为生态产业系统。武汉市在

循环经济实践中贯彻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和重组化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方法，构

建了不同层次的生态产业系统。以系统资源投入最

小化、污染物排放最小化和系统运行最优化为目标，
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

循环经济实践中，武汉市首先构建生态产业链，在

生态产业链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产业系统，进而构

建生态产业园。
2.2.1　构建生态产业链

　　生态产业链是构建生态产业系统的基础。所谓

生态产业链就是一种工艺或一个企业与另一种工艺

或另一个企业，以成熟的技术，通过副产物或废物

的交换，而形成产品生产的关系。上一级企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或污染物通过生态产业链成为下

级企业的原材料，从而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减

少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武汉市的很多企业都在自

己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建立生态产业链。有些企业

甚至建立了不只一条生态产业链。现仅举其中几例。
　　例１：武汉市青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生态

产业链。该公司利用煅烧工艺中产生的余热，采用

成熟的热发电技术发电；尾气中的 SO2对空气污染

严重，该公司用氨法吸收尾气中的 SO2制取化工产

品亚硫酸氢胺；原本是固体废弃物的废渣，该公司

采用三级磁选工艺从中提取铁精矿。
　　例２：武汉东西湖区世源热电厂与新世纪墙材

有限公司、自来水厂、味精厂、豆奶厂、饴糖厂之

间的生态产业链。东西湖区世源热电厂生产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粉煤灰经新世纪墙材有限公司采用成熟

粉煤灰制砖工艺制成标准砖；世源热电厂的间接冷

却水经消毒处理后送至自来水厂作为水源；世源热

电厂生产中产生的余热一部分送至味精厂用于污水

处理；其余部分送至豆奶厂和饴糖厂用于食品生产

中。
　　例３：武汉青山热电厂与春笋新型墙材集团有

限公司的生态产业链。青山热电厂的固体废物粉煤

灰由春笋新型墙材集团有限公司用成熟制砖工艺制

成空心砖。
　　例４：东西湖区东流港牧业园与湖北中化肥料

有限公司之间的生态产业链。牧业园产生的污染物

牛粪经肥料厂脱臭发酵处理，生产出高效有机肥料。
　　例５：东西湖啤酒厂内部的生态产业链。啤酒

发酵过程中产生的 CO2气体经科学的回收净化技

术处理，用于生产碳酸饮料。
2.2.2　建立生态产业系统

　　在构建生态产业链的基础上，不同的生态产业

链以某种形式链接在一起则可构成生态产业系统。
生态产业系统的形成使系统内物质和能量流动的方

向更发散，整个系统的资源利用率更高。武汉市已

经建立了许多生态产业系统。其中青江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是企业内成功构建生态产业系统的典型。
　　青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余热、废气、废渣和废水构建出相应的生态产业链，
并整合成生态产业系统。对该生态产业系统来说，
物质和能源的投入减少了，只有少量的废物排出，
不仅大大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而且获得了可观的

经济回报，很快收回了环保投入并发展出了几个新

的利润增长点。
　　目前，该公司废渣和废气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100％，生活用水循环利用率达95％。循环经济提

高了青江化工有限公司的资源利用率，企业得到了

经济实惠，城市环境也得到改善。目前该公司的劳

动生产率、总资产报酬率、成本费用利用率均为武

汉市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２‒４倍。而且该公司

2002年成为武汉市环保局首批颁发《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的５家企业之一。7)

2.2.3　构建生态产业园

　　多个不同生态产业链的集合在一起，相互之间

构成多级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就构成了生态产业园。
生态产业园是一个由一级水平向二级水平的生态产

业系统。生态产业园内往往集合了多家不同领域内

的企业，复杂的物质能量代谢使园内工业代谢过程

与自然界生物代谢过程更相似。武汉东西湖开发区

是武汉市西部一个新兴的以工业经济为主导，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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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牧业、渔业和苗木花卉等特色经济的开发区。
该区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拉长生态产业链，建立了

多个生态工业园，大大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使东

西湖区在大量减少单位资源投入、减轻环境污染的

同时，经济效益也取得可喜成绩。2004年东西湖

区的经济增长率为15.9％，是 “十五” 期间武汉市

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8) 9) 2005年10月，武汉市东

西湖区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联

合发文列为中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之一。10)东

西湖开发区目前已经建立的生态工业园中，新沟工

业园和东流港牧业园最具特色。
　　工业园内的世源热电厂是工业园生态系统的龙

头。世源热电厂将原本直接排放的余热、冷却水、
粉煤灰等污染物输送到周围味精厂、豆奶厂、饴糖

厂、自来水厂、新世纪墙材有限公司等用于生活和

生产，这些企业又通过自己的生态产业链链接下一

级企业，形成了多级的交叉的生态产业网络，生态

工业园排入环境的污染物降至最低。新沟生态工业

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 “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再生产品” 的循环经济圈。新沟镇已被国家

命名为首批优美环境镇。新沟生态工业园结构示意

如图６所示。
　　东流港牧业园是东西湖区又一个生态产业示范

园，该牧业园将牧业、工业和农业链接起来，走出

了一条农牧工共同发展的循环经济新路。
　　东流港牧业园建设了５个正规化奶牛小区，吸

引奶牛养殖户入园，形成了小区总存栏7500头的

规模，有效保证了区内乳制品加工企业的鲜奶质量

和数量。同时小区引导牧户从蔬菜基地和粮食基地

购进废弃秸秆做奶牛饲料，每年消耗秸秆约７万吨，
解决了废弃秸秆的出路问题。大规模的奶牛养殖，
造成了粪便污染。为此，园内中化东方肥料有限公

司投资780万元兴建生物有机化肥厂，生产出的有

机肥返销至蔬菜和粮食基地。牧业园经济循环示意

如图７所示：

三、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效益双赢

　　武汉市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取得了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双赢，这一点从武汉市近几年平均12.8

％的经济增长率和环境污染指数的相对稳定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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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青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产业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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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篇

看出，从几个典型生态工业园通过循环经济取得的

主要环境经济效益中也可看出循环经济在武汉市可

持续发展建设中的贡献。

3.1　新沟工业园主要环境经济效益

　　──热电厂出售余热每年可创收2250万元。
　　──使用余热的13家企业节约投资350万元和

年运行费200万元，年节约燃煤6.25万吨，即每年

少排放3125吨烟尘，760吨二氧化硫和669吨氮氧

化物；

　　──电厂的间接冷却水每天1.2万立方，消毒

处理后送至自来水厂，每年可节约水源提升费168

万元；

　　──电厂的粉煤灰全部用于生产粉煤灰砌砖，
年产５千万块，产值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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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新沟生态产业园示意图

图７　牧业、工业、农业循环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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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在武汉市的实践

3.2　东流港牧业园主要环境经济效益

　　──用蔬菜基地和粮食基地废弃秸秆做奶牛饲

料，每年消耗秸秆约７万吨，解决秸秆出路问题；

　　──出售秸秆的农民每年增加收入1500万元；

　　──中化东方肥料有限公司投资780万元兴建

生物有机化肥厂，生产出的有机肥返销至蔬菜和粮

食基地，年产值400多万元，利税40多万元。同时

解决粪便污染问题。

四、结束语

　　武汉市推进循环经济取得了初步成果，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通过不断推进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
武汉市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质量提

升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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