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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1111、、、、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发展概述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发展概述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发展概述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发展概述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2006200620062006----2010201020102010））））规划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规划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规划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规划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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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法律体系逐步健全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循环经济法循环经济法循环经济法循环经济法》》》》正式实施正式实施正式实施正式实施，，，，提提提提

出建立循环经济出建立循环经济出建立循环经济出建立循环经济规划制度规划制度规划制度规划制度、、、、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延伸制度延伸制度延伸制度、、、、

总量总量总量总量控制制度控制制度控制制度控制制度以及以及以及以及评价考核制度评价考核制度评价考核制度评价考核制度等重要制度等重要制度等重要制度等重要制度。。。。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2002 《《《《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

2005 《《《《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

2006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2008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200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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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加强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1111）））） 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加大了中央财政加大了中央财政加大了中央财政加大了中央财政

资金对循环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资金对循环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资金对循环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资金对循环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

（（（（2222））））《《《《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提出了提出了提出了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投资投资投资投资、、、、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信贷信贷信贷信贷、、、、融资融资融资融资、、、、上市上市上市上市、、、、利用外资等方面利用外资等方面利用外资等方面利用外资等方面

一系列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支持措施一系列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支持措施一系列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支持措施一系列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支持措施。。。。

（（（（3333）））） 修订调整了修订调整了修订调整了修订调整了《《《《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

定管理办法定管理办法定管理办法定管理办法》》》》，，，，并对资源综合利用给予税收政策扶持并对资源综合利用给予税收政策扶持并对资源综合利用给予税收政策扶持并对资源综合利用给予税收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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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指标体系建设加强指标体系建设加强指标体系建设加强指标体系建设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宏观宏观宏观宏观））））

一一一一、、、、资源产出指标资源产出指标资源产出指标资源产出指标::::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 。。。。

二二二二、、、、资源消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重点行业重点行业重点行业

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水量水量水量;;;;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水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水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水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水耗;;;;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三三三三、、、、资源综合利用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废钢铁回收利用废钢铁回收利用废钢铁回收利用废钢铁回收利用

率率率率；；；；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利用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

废橡胶回收利用率废橡胶回收利用率废橡胶回收利用率废橡胶回收利用率 。。。。

四四四四、、、、废物排放指标废物排放指标废物排放指标废物排放指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二氧化硫排放二氧化硫排放二氧化硫排放

量量量量；；；；CODCODCODCOD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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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陆续到位具体措施陆续到位具体措施陆续到位具体措施陆续到位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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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展如火如荼各地发展如火如荼各地发展如火如荼各地发展如火如荼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2222、、、、辽宁省辽宁省辽宁省辽宁省“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介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介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介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介绍

辽宁省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辽宁省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辽宁省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辽宁省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

第一个试点省份第一个试点省份第一个试点省份第一个试点省份，，，，率先提出了循率先提出了循率先提出了循率先提出了循

环经济发展的环经济发展的环经济发展的环经济发展的“3+1”模式并在实模式并在实模式并在实模式并在实

践中取得显著成效践中取得显著成效践中取得显著成效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在全国范围在全国范围在全国范围在全国范围

内起到了示范作用内起到了示范作用内起到了示范作用内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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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小循环就是结合技术改造就是结合技术改造就是结合技术改造就是结合技术改造，，，，在在在在

企业层面推行企业层面推行企业层面推行企业层面推行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和创建和创建和创建和创建““““零零零零

排放排放排放排放””””。。。。主要结合废水排放总量和主要结合废水排放总量和主要结合废水排放总量和主要结合废水排放总量和

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双向控制双向控制双向控制双向控制””””，，，，着力开展着力开展着力开展着力开展

了轧钢了轧钢了轧钢了轧钢、、、、选矿选矿选矿选矿、、、、洗煤废水和电厂冲洗煤废水和电厂冲洗煤废水和电厂冲洗煤废水和电厂冲

灰灰灰灰水的水的水的水的““““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提高水重提高水重提高水重提高水重

复利用率复利用率复利用率复利用率。。。。

““““3+13+13+1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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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3+13+13+1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

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建设建设建设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

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中循环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是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和老工

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建设建设建设建设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业区调整改造，，，，建设建设建设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区域经济运行质量。。。。

抚顺矿业集团煤矸石烧结砖抚顺矿业集团煤矸石烧结砖抚顺矿业集团煤矸石烧结砖抚顺矿业集团煤矸石烧结砖

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煤层气开发利用工程

大连开发区中水回用大连开发区中水回用大连开发区中水回用大连开发区中水回用

废工业介质综合利用废工业介质综合利用废工业介质综合利用废工业介质综合利用

沈阳铁西新区搬迁改造沈阳铁西新区搬迁改造沈阳铁西新区搬迁改造沈阳铁西新区搬迁改造

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重点项目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3+13+13+1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大连大连大连大连

大循环大循环大循环大循环是按照是按照是按照是按照“减减减减量化量化量化量化、、、、资源化资源化资源化资源化、、、、无害化无害化无害化无害化”原则原则原则原则，，，，大力开展城市大力开展城市大力开展城市大力开展城市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和和和和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分类分类分类分类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利用利用利用利用，，，，提提提提高社会高社会高社会高社会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可再生资源利用率。。。。结合城市污水处理结合城市污水处理结合城市污水处理结合城市污水处理厂厂厂厂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大力开展城市中水回用大力开展城市中水回用大力开展城市中水回用大力开展城市中水回用，，，，主要用于工业主要用于工业主要用于工业主要用于工业、、、、城市城市城市城市河道景河道景河道景河道景观和观和观和观和绿绿绿绿化用水化用水化用水化用水。。。。

中水回用工程中水回用工程中水回用工程中水回用工程

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

的创建的创建的创建的创建““““绿色社区绿色社区绿色社区绿色社区””””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一一一、、、、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背景介绍

““““3+13+13+1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资源再生产业资源再生产业资源再生产业资源再生产业是是是是以以以以粉粉粉粉煤煤煤煤灰灰灰灰和和和和煤矸石煤矸石煤矸石煤矸石为重点为重点为重点为重点，，，，开展资源再生利用开展资源再生利用开展资源再生利用开展资源再生利用，，，，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新的经济增新的经济增新的经济增新的经济增长长长长点点点点。。。。全省已陆续全省已陆续全省已陆续全省已陆续建成铁煤集团建成铁煤集团建成铁煤集团建成铁煤集团空心空心空心空心砖砖砖砖厂厂厂厂、、、、朝朝朝朝阳阳阳阳华龙华龙华龙华龙

集团等一集团等一集团等一集团等一批粉批粉批粉批粉煤煤煤煤灰灰灰灰、、、、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二二二、、、、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

历史名城历史名城历史名城历史名城

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早在早在早在早在7777222200000000年年年年前前前前的新石器的新石器的新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就时代就时代就时代就有有有有

人类在此繁衍人类在此繁衍人类在此繁衍人类在此繁衍生生生生息息息息。。。。从公元前从公元前从公元前从公元前333300000000年建年建年建年建立侯立侯立侯立侯

城城城城起起起起，，，，沈阳的建城沈阳的建城沈阳的建城沈阳的建城史已史已史已史已有有有有2323232300000000年年年年，，，，也也也也经经经经历历历历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国国国国众多朝代众多朝代众多朝代众多朝代的的的的兴衰沉浮兴衰沉浮兴衰沉浮兴衰沉浮。。。。

沈阳城作为关外重沈阳城作为关外重沈阳城作为关外重沈阳城作为关外重镇镇镇镇，，，，一一一一直直直直成为成为成为成为少少少少数数数数民民民民

族聚居族聚居族聚居族聚居地地地地，，，，历史历史历史历史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几次兴盛也几次兴盛也几次兴盛也几次兴盛也源于源于源于源于少少少少数数数数民民民民

族族族族的的的的崛起崛起崛起崛起，，，，也曾也曾也曾也曾经经经经历历历历了了了了帝帝帝帝国主国主国主国主义殖民统治义殖民统治义殖民统治义殖民统治。。。。

沈阳是中国沈阳是中国沈阳是中国沈阳是中国最后最后最后最后一一一一个封个封个封个封建建建建王朝王朝王朝王朝（（（（清清清清朝朝朝朝））））

的发的发的发的发祥祥祥祥地地地地，，，，素素素素有有有有“一一一一朝朝朝朝发发发发祥祥祥祥地地地地，，，，两代帝王都两代帝王都两代帝王都两代帝王都”

之称之称之称之称。。。。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二二二、、、、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

工业重镇工业重镇工业重镇工业重镇

沈阳的工业沈阳的工业沈阳的工业沈阳的工业门类已达到门类已达到门类已达到门类已达到11114444222200000000个个个个，，，，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规模规模规模规模以以以以上工上工上工上工

业业业业企企企企业业业业近近近近4444万万万万家家家家。。。。汽车及其汽车及其汽车及其汽车及其零零零零部件部件部件部件产业产业产业产业、、、、装备装备装备装备制造业制造业制造业制造业、、、、

电子信电子信电子信电子信息息息息、、、、化工化工化工化工医药医药医药医药等产业具有一定等产业具有一定等产业具有一定等产业具有一定基础基础基础基础和规模和规模和规模和规模。。。。

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正在正在正在正在快快快快步走步走步走步走出一条出一条出一条出一条科技含科技含科技含科技含

量量量量高高高高、、、、经济效经济效经济效经济效益好益好益好益好、、、、资源消耗资源消耗资源消耗资源消耗低低低低、、、、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污污污污染少染少染少染少的新型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装备装备装备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是制造业是制造业是在这里起步在这里起步在这里起步在这里起步并发展并发展并发展并发展，，，，1111949949949949年年年年后后后后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

台机床台机床台机床台机床、、、、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架喷架喷架喷架喷气气气气飞机飞机飞机飞机、、、、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枚硬币枚硬币枚硬币枚硬币、、、、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台机台机台机台机器器器器人人人人等等无等等无等等无等等无

数数数数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在在在在沈阳产生的沈阳产生的沈阳产生的沈阳产生的。。。。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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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

东北之都东北之都东北之都东北之都

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经济水平发达经济水平发达经济水平发达经济水平发达

东北亚和渤海经济圈东北亚和渤海经济圈东北亚和渤海经济圈东北亚和渤海经济圈

强大的交通网路强大的交通网路强大的交通网路强大的交通网路

�市面积3945平方公里，建成面积793平方公里，人口

1002.6万

�全市户籍人口786万人，市辖区户籍人口513.5万

�辽宁省省会

�市面积3945平方公里，建成面积793平方公里，人口

1002.6万

�全市户籍人口786万人，市辖区户籍人口513.5万

�辽宁省省会

沈阳市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分别增长14.1%、22.2%、

18.1%、2.3%、10%、19.1%。

沈阳市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分别增长14.1%、22.2%、

18.1%、2.3%、10%、19.1%。

� 以沈阳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

了以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为主的8大城市，结构

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 沈阳是正在建设中的沈阳经济区（沈阳都市

圈）的核心城市。

� 以沈阳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

了以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为主的8大城市，结构

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 沈阳是正在建设中的沈阳经济区（沈阳都市

圈）的核心城市。

� 沈阳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民用航空港，全国最大的铁路

编组站和全国最高等级的“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

� 沟通世界各大港口的大连港、正在开发建设的营口新港

和锦州港，距沈阳均不超过400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区位优势。

� 沈阳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民用航空港，全国最大的铁路

编组站和全国最高等级的“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

� 沟通世界各大港口的大连港、正在开发建设的营口新港

和锦州港，距沈阳均不超过400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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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生态城市生态城市生态城市

二二二二、、、、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沈阳市简介

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荣获荣获荣获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称号称号称号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荣获荣获荣获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称号称号称号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荣获荣获荣获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称号称号称号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荣获荣获荣获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称号称号称号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铁西区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铁西区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铁西区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铁西区荣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沈阳市荣获联合国环境署沈阳市荣获联合国环境署沈阳市荣获联合国环境署沈阳市荣获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城示范城市生态城示范城市生态城示范城市生态城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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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沈阳是辽宁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沈阳是辽宁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沈阳是辽宁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沈阳是辽宁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按照按照按照按照“3+13+13+13+1”模式实施循环经济模式实施循环经济模式实施循环经济模式实施循环经济。。。。

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试点园区建设

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监控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建设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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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探索循环探索循环探索循环探索循环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的有效模的有效模的有效模的有效模

式式式式，，，，搞好搞好搞好搞好

分类指分类指分类指分类指

导导导导，，，，发挥发挥发挥发挥

示范作用示范作用示范作用示范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固废再利用固废再利用固废再利用固废再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企业用能监管企业用能监管企业用能监管企业用能监管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



发展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回收站回收站回收站回收站

再生资源再生资源再生资源再生资源

生态产业园生态产业园生态产业园生态产业园

再生资源再生资源再生资源再生资源

分拣中心分拣中心分拣中心分拣中心

企业连锁企业连锁企业连锁企业连锁

社区回收站社区回收站社区回收站社区回收站

1500150015001500家家家家

200200200200家家家家

投资在建投资在建投资在建投资在建 7 7 7 7 个个个个 1 个

推进全市资源利用体系推进全市资源利用体系推进全市资源利用体系推进全市资源利用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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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建筑节能建筑节能建筑节能建筑节能

出台出台出台出台规定规定规定规定，，，，市区所有新建住宅均要按照节能率市区所有新建住宅均要按照节能率市区所有新建住宅均要按照节能率市区所有新建住宅均要按照节能率65%65%65%65%的的的的

标准设计建造标准设计建造标准设计建造标准设计建造，，，，并加强公用节能建筑的建设力度并加强公用节能建筑的建设力度并加强公用节能建筑的建设力度并加强公用节能建筑的建设力度。。。。同时同时同时同时

，，，，对于市区已有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对于市区已有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对于市区已有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对于市区已有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并尽最大可能在并尽最大可能在并尽最大可能在并尽最大可能在

农村推广节能建筑农村推广节能建筑农村推广节能建筑农村推广节能建筑。。。。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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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推推推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努努努努力力力力实现实现实现实现农产品综合利用农产品综合利用农产品综合利用农产品综合利用““““零零零零剩余剩余剩余剩余””””。。。。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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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1 1 1 1 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沈阳市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进展情况

环境样板城建设环境样板城建设环境样板城建设环境样板城建设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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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2 2 2 2 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

积极开展工业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积极开展工业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积极开展工业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积极开展工业企业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数年来累计近数年来累计近数年来累计近数年来累计近

215215215215家重点企业达标并通过审核家重点企业达标并通过审核家重点企业达标并通过审核家重点企业达标并通过审核。。。。

企业小循环企业小循环企业小循环企业小循环，，，，一方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促进企业清洁生一方面促进企业清洁生一方面促进企业清洁生一方面促进企业清洁生

产产产产，，，，努力实现企业生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努力实现企业生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努力实现企业生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努力实现企业生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全市所有电厂已实现全市所有电厂已实现全市所有电厂已实现全市所有电厂已实现100%100%100%100%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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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2 2 2 2 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

在每个在每个在每个在每个产品产品产品产品、、、、每每每每条生产条生产条生产条生产线线线线上上上上及及及及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产品产品产品产品间间间间、、、、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线之间线之间线之间线之间

建建建建立立立立了了了了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循环系循环系循环系循环系统统统统，，，，通通通通过过过过内内内内

部部部部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套套套套用用用用，，，，

减少厂减少厂减少厂减少厂区对外的区对外的区对外的区对外的“三废三废三废三废”转转转转移移移移。。。。

在每个在每个在每个在每个产品产品产品产品、、、、每每每每条生产条生产条生产条生产线线线线上上上上及及及及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产品产品产品产品间间间间、、、、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线之间线之间线之间线之间

建建建建立立立立了了了了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循环系循环系循环系循环系统统统统，，，，通通通通过过过过内内内内

部部部部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实现溶媒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套套套套用用用用，，，，

减少厂减少厂减少厂减少厂区对外的区对外的区对外的区对外的“三废三废三废三废”转转转转移移移移。。。。

东北制药集团东北制药集团东北制药集团东北制药集团

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和和和和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

应应应应用是用是用是用是东北东北东北东北制制制制药药药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

经济的经济的经济的经济的典典典典型例子型例子型例子型例子。。。。

将将将将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和和和和古龙酸母古龙酸母古龙酸母古龙酸母

液液液液再再再再次次次次发发发发酵酵酵酵制成有制成有制成有制成有机肥机肥机肥机肥投投投投

入入入入市场市场市场市场，，，，每每每每年年年年就就就就可可可可减少减少减少减少1万万万万

吨吨吨吨的的的的COD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和和和和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古龙酸母液

应应应应用是用是用是用是东北东北东北东北制制制制药药药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集团循环

经济的经济的经济的经济的典典典典型例子型例子型例子型例子。。。。

将将将将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超滤蛋白渣和和和和古龙酸母古龙酸母古龙酸母古龙酸母

液液液液再再再再次次次次发发发发酵酵酵酵制成有制成有制成有制成有机肥机肥机肥机肥投投投投

入入入入市场市场市场市场，，，，每每每每年年年年就就就就可可可可减少减少减少减少1万万万万

吨吨吨吨的的的的COD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将将将将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规规规规范范范范化化化化，，，，

与与与与沈阳标沈阳标沈阳标沈阳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院合作院合作院合作院合作承担承担承担承担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制制制制药药药药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制定制制定制制定制制定制药药药药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

企企企企业标业标业标业标准准准准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已已已已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重点产品重点产品重点产品重点产品VC、、、、

脑脑脑脑复复复复康康康康、、、、氯霉素氯霉素氯霉素氯霉素、、、、VB1、、、、左卡尼左卡尼左卡尼左卡尼

汀汀汀汀、、、、黄黄黄黄连连连连素素素素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准准准准制订制订制订制订、、、、

制制制制药药药药行业有行业有行业有行业有机溶媒机溶媒机溶媒机溶媒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及及及及

高盐高盐高盐高盐废水回用废水回用废水回用废水回用相相相相关标关标关标关标准准准准的建的建的建的建立立立立。。。。

将将将将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循环使用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规规规规范范范范化化化化，，，，

与与与与沈阳标沈阳标沈阳标沈阳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院合作院合作院合作院合作承担承担承担承担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制制制制药药药药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集团循环经济标准准准准化化化化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制定制制定制制定制制定制药药药药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行业循环经济

企企企企业标业标业标业标准准准准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已已已已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重点产品重点产品重点产品重点产品VC、、、、

脑脑脑脑复复复复康康康康、、、、氯霉素氯霉素氯霉素氯霉素、、、、VB1、、、、左卡尼左卡尼左卡尼左卡尼

汀汀汀汀、、、、黄黄黄黄连连连连素素素素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等产品的标准准准准制订制订制订制订、、、、

制制制制药药药药行业有行业有行业有行业有机溶媒机溶媒机溶媒机溶媒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回收处理及及及及

高盐高盐高盐高盐废水回用废水回用废水回用废水回用相相相相关标关标关标关标准准准准的建的建的建的建立立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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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2 2 2 2 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

东北制药集团案例东北制药集团案例东北制药集团案例东北制药集团案例

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1111、、、、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

2222、、、、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

建立工作建立工作建立工作建立工作

（（（（1111））））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

（（（（2222））））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

（（（（3333））））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1111、、、、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成立循环经济领导机构和专业处室，，，，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循环经济管理职能

2222、、、、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在企业内开展循环经济标准体系

建立工作建立工作建立工作建立工作

（（（（1111））））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制药行业节能标准体系的建立

（（（（2222））））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标准体系

（（（（3333））））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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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鼓风机集团

2 2 2 2 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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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企业发展的小循环

沈阳化工集团

实实实实施施施施湿氯湿氯湿氯湿氯气气气气余热余热余热余热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盐盐盐盐水水水水

中硫中硫中硫中硫酸根脱酸根脱酸根脱酸根脱出方出方出方出方式式式式改造改造改造改造、、、、电石电石电石电石渣渣渣渣

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境境境境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每每每每年年年年创创创创造造造造

效效效效益益益益5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

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

实实实实施施施施湿氯湿氯湿氯湿氯气气气气余热余热余热余热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盐盐盐盐水水水水

中硫中硫中硫中硫酸根脱酸根脱酸根脱酸根脱出方出方出方出方式式式式改造改造改造改造、、、、电石电石电石电石渣渣渣渣

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综合利用等环境境境境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每每每每年年年年创创创创造造造造

效效效效益益益益5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大量化工生

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产废物的排出。。。。

采采采采取取取取跨企跨企跨企跨企业业业业间间间间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

用措施用措施用措施用措施，，，，研研研研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氯苯氯苯氯苯氯苯等产等产等产等产

品品品品，，，，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了了了了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体体体体堆带来堆带来堆带来堆带来的的的的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污污污污染问题染问题染问题染问题，，，，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以往以往以往以往

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汞触媒汞触媒汞触媒汞触媒、、、、废石废石废石废石

棉绒棉绒棉绒棉绒、、、、废废废废树脂树脂树脂树脂等等等等；；；；

采采采采取取取取跨企跨企跨企跨企业业业业间间间间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的废物资源再利

用措施用措施用措施用措施，，，，研研研研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制生产了三氯苯氯苯氯苯氯苯等产等产等产等产

品品品品，，，，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了了了了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万吨甲乙体体体体堆带来堆带来堆带来堆带来的的的的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污污污污染问题染问题染问题染问题，，，，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综合利用了以往以往以往以往

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的化工生产废料废汞触媒汞触媒汞触媒汞触媒、、、、废石废石废石废石

棉绒棉绒棉绒棉绒、、、、废废废废树脂树脂树脂树脂等等等等；；；；

通通通通过节过节过节过节水水水水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改造工程改造工程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建建建建

立闭路立闭路立闭路立闭路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统统统统，，，，实现实现实现实现一水一水一水一水

多多多多用用用用、、、、串级串级串级串级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盐酸盐酸盐酸盐酸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余热余热余热余热为为为为油罐保油罐保油罐保油罐保

温温温温，，，，节约节约节约节约了大量的了大量的了大量的了大量的蒸蒸蒸蒸气气气气，，，，仅此仅此仅此仅此一一一一

项项项项就创就创就创就创造经济效造经济效造经济效造经济效益益益益50505050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

通通通通过节过节过节过节水水水水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改造工程改造工程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建建建建

立闭路立闭路立闭路立闭路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循环给水系统统统统，，，，实现实现实现实现一水一水一水一水

多多多多用用用用、、、、串级串级串级串级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盐酸盐酸盐酸盐酸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余热余热余热余热为为为为油罐保油罐保油罐保油罐保

温温温温，，，，节约节约节约节约了大量的了大量的了大量的了大量的蒸蒸蒸蒸气气气气，，，，仅此仅此仅此仅此一一一一

项项项项就创就创就创就创造经济效造经济效造经济效造经济效益益益益50505050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

企业实施各类企业实施各类企业实施各类企业实施各类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和和和和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方案方案方案方案700700700700多个多个多个多个，，，，削减污削减污削减污削减污

染物染物染物染物3737373737373737吨吨吨吨，，，，创经济效益达创经济效益达创经济效益达创经济效益达9320.59320.59320.59320.5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其中每年完成综合其中每年完成综合其中每年完成综合其中每年完成综合

利用产品量利用产品量利用产品量利用产品量2.52.52.52.5万吨万吨万吨万吨，，，，创经济效益创经济效益创经济效益创经济效益400400400400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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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

大型工业园区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工业废弃物组成循环产业链大型工业园区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工业废弃物组成循环产业链大型工业园区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工业废弃物组成循环产业链大型工业园区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工业废弃物组成循环产业链

条条条条，，，，使工业废弃物不出园区使工业废弃物不出园区使工业废弃物不出园区使工业废弃物不出园区，，，，达到园区达到园区达到园区达到园区““““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沈阳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沈阳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沈阳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沈阳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80%，，，，有有有有300多家单位的固体多家单位的固体多家单位的固体多家单位的固体

废物实现了交换处置废物实现了交换处置废物实现了交换处置废物实现了交换处置。。。。

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循环共生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循环共生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循环共生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循环共生，，，，形成中循环形成中循环形成中循环形成中循环。。。。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欧盟欧盟欧盟欧盟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沈阳沈阳沈阳沈阳航航航航高高高高基地基地基地基地、、、、法库法库法库法库

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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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轻轻轻轻工工工工、、、、化工化工化工化工

、、、、医药医药医药医药、、、、第第第第

三产业三产业三产业三产业及禽及禽及禽及禽

畜养殖畜养殖畜养殖畜养殖产业产业产业产业

链链链链

轻轻轻轻工工工工、、、、化工化工化工化工

、、、、医药医药医药医药、、、、第第第第

三产业三产业三产业三产业及禽及禽及禽及禽

畜养殖畜养殖畜养殖畜养殖产业产业产业产业

链链链链

装备制造装备制造装备制造装备制造

、、、、汽车制汽车制汽车制汽车制

造造造造、、、、制药制药制药制药

与化工产与化工产与化工产与化工产

业链业链业链业链

装备制造装备制造装备制造装备制造

、、、、汽车制汽车制汽车制汽车制

造造造造、、、、制药制药制药制药

与化工产与化工产与化工产与化工产

业链业链业链业链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制制制制

药药药药与与与与环保环保环保环保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制制制制

药药药药与与与与环保环保环保环保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制药制药制药制药与与与与化化化化

工产业链工产业链工产业链工产业链

制药制药制药制药与与与与化化化化

工产业链工产业链工产业链工产业链

蓄蓄蓄蓄电电电电池与池与池与池与

回收再生回收再生回收再生回收再生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蓄蓄蓄蓄电电电电池与池与池与池与

回收再生回收再生回收再生回收再生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五大五大五大五大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五大五大五大五大

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入手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入手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入手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入手,,,,已初步形成五大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五大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五大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五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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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

（（（（1111））））企业的层面企业的层面企业的层面企业的层面，，，，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废弃物实现企业废弃物实现企业废弃物实现企业废弃物

两个层面

发展模式

两个层面

发展模式

（（（（1）））） 构建产业生态循环体系构建产业生态循环体系构建产业生态循环体系构建产业生态循环体系。。。。

（（（（2）））） 构建构建构建构建资源资源资源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体系利用和污染控制体系利用和污染控制体系利用和污染控制体系。。。。

（（（（3）））） 建设综合保障体系建设综合保障体系建设综合保障体系建设综合保障体系。。。。

三个体

系建设

三个体

系建设

欧盟经济开发区欧盟经济开发区欧盟经济开发区欧盟经济开发区

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零排放，，，，建设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

（（（（2222））））企业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废废废废气资源气资源气资源气资源的提的提的提的提及及及及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形成形成形成形成汽车汽车汽车汽车零零零零部件部件部件部件

生态生产系生态生产系生态生产系生态生产系统统统统，，，，构建循环产业链构建循环产业链构建循环产业链构建循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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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3 3 3 3 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区域经济内的中循环

法库经济开发区法库经济开发区法库经济开发区法库经济开发区

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

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

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中水回用设施

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工程

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水煤浆燃烧技术 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节能政策

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供气系统建设工程

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

材技术材技术材技术材技术

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陶瓷废料生产新型建

材技术材技术材技术材技术

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节电政策

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

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

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陶瓷原料集中破碎

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

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窑炉余热利用技术

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废弃物综合利用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2010201020102010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开发区每吨产品平均能耗同比降低开发区每吨产品平均能耗同比降低开发区每吨产品平均能耗同比降低开发区每吨产品平均能耗同比降低20%20%20%20%；；；；主要污染物主要污染物主要污染物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同比减少排放总量同比减少排放总量同比减少排放总量同比减少23%23%23%23%；；；；工业固体废物和循环水利用率力争达到工业固体废物和循环水利用率力争达到工业固体废物和循环水利用率力争达到工业固体废物和循环水利用率力争达到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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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4 4 4 4 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

沈阳市通过全市范围内沈阳市通过全市范围内沈阳市通过全市范围内沈阳市通过全市范围内污水处理污水处理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和和和和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中水回用、、、、工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综合利用、、、、城市矿山城市矿山城市矿山城市矿山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多方利用体系建设等多方利用体系建设等多方利用体系建设等多方

面措施促进全市范围的大循环面措施促进全市范围的大循环面措施促进全市范围的大循环面措施促进全市范围的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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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沈阳推动状况

4 4 4 4 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全市范围的大循环

沈阳市通沈阳市通沈阳市通沈阳市通过全过全过全过全市市市市范围范围范围范围内污水处理和中水用用内污水处理和中水用用内污水处理和中水用用内污水处理和中水用用、、、、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矿矿矿矿山计山计山计山计划划划划、、、、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多多多多方面措施促进方面措施促进方面措施促进方面措施促进全全全全市市市市范围范围范围范围的大循环的大循环的大循环的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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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前景展望前景展望前景展望前景展望

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沈阳市根沈阳市根沈阳市根沈阳市根年年年年，，，，沈阳市根沈阳市根沈阳市根沈阳市根

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

，，，，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提出创建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全国环境

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样板示范城市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的战略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目标目标目标目标。。。。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本着近精远粗

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的规划原则，，，，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沈阳市

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循环经济建设将分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个阶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段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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