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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工复合型”虚拟生态产业园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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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摘要 生态产业园是循环经济在产业集中区的具体体现，随着传统产业园区建设及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运行效率及稳定性问题，虚拟

产业园及其运行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加工行业的生态链建设为例，探讨了“农

－ 工复合”型虚拟园区的模式，即突破传统产业限值，建立以食品加工为核心，带动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共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网络模

式。本文最后对建立这种新型产业园区所面临的生态设计及体制转型和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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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产业部门的系统技术和管

理方法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振兴农村

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同时，我国仍然处于产业化的初级

阶段，传统的经济结构及生产方式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

益激化，传统产业部门还一直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

低循环的层次上徘徊，与产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差距还很

大，循环经济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生态产业园( Ecological Industrial Park，EIP) 是循环经

济在产业集中区的具体体现，是产业生态学的一种具体实

践方式
［1 － 3］。生态产业园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

统中“生产者一消费者一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实现物质

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达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目

的。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 Indigo 发展研究所的 Ernest

Lowe 教授提出的。按照产业共生网络的运作机制及管理

模式可以将生态产业园区分为依托共生型、平等共生型、

嵌套共生型及虚拟共生等四个类型
［4］。按照主导产业的

类型，环保部将园区划分为综合型、行业型及静脉型三个

类别。也有部分学者从企业间物质交换的不同模式
［5］

或

园区运作的目标等
［6］

对园区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标准
［7］。

传统的工业园区强调地域的概念，而由于土地的限

制，许多工业园区都面临着由于产业共生网络扩张而导致

的系统边界外延问题，因此，突破地域限制，强调在更大的

空间上构建基于共生网络的虚拟园区( Virtual Eco － Indus-

try Park，VEIP) 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布朗

斯维尔( Brownsville) 生态工业园和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

究园( Research Triangle Park) 是目前世界上虚拟型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的典型案例
［8］。它们主要是通过建立模型和

数据库，为潜在的可能通过废弃物综合利用或资源共享而

相互联系起来的各类型企业提供一个合作平台。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产业园区研究实践现状可以

看出，随着传统产业园区建设及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运行效

率及稳定性问题，虚拟产业园及其运行模式已成为国内外

学者关注的重点。

1 虚拟生态产业园的内涵

尽管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是产业共生网络，但传统生态

产业园区并未突破传统一、二、三产业体系的二元结构，废

物及产品交换也仅限于企业之间，而没有在农业、工业、服

务业之间去寻求一种更广泛的合作机制。单一的产业并

不能构成循环经济体系，因此，本文所提到的虚拟产业园

不仅仅是指空间上对地域限定的一种突破，还指一种产业

和产业、产业和社会、产业和环境间横向耦合、纵向闭合、

区域融合和社会整合的系统关系，是实体空间( 园区实际

占用和规划占用土地以及园区外围的生态服务用地) 和虚

拟空间( 园区产业向外部拓展所占用或共生的非连续空间

以及物态经济向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和总部经济转型的非

物质空间) ，物态空间 ( 资源、环境、市场) 和生态位空间

( 生态利导和限制因子、生态优势和劣势、生态基础设施和

服务功能) 的系统整合。产业生态设计虚拟园区建设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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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是为传统工业实现生态化转型、建设循环经济提供

重要科学技术支撑的方法体系。产业生态设计涉及到产

品生命周期过程技术、相关责任人、体制建设等一系列复

杂的问题，如何协调产业系统中各种生态关系是生态产业

园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 － 工复合型”虚

拟生态产业园的构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东南部，是河

南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汽车组装、机

械制造、食品加工、电子信息和现代物流服务业为主的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目前开发区内有多家食品及饲料生

产企业，2007 年产值占开发区总产值的 14% 左右，并已初

步形成产业集群。近期食品行业发展迅速，引进了益海嘉

里( 郑州)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这些食品企业的入驻将为提升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经济实力做出重要贡献。

河南是农业大省，是我国商品粮的主要生产基地，花生

等经济作物也闻名全国，因此在河南发展食品业具有很大

的潜力。但同时，食品加工企业也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变动、

食品安全无保障等许多问题。而另一方面，农民个体生产

的技术水平仍然很低，科学种植的程度低，如我国化肥平均

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使用上限的 2 倍，是美国的 4

倍
［9］。由于农民不掌握科学施肥技术，化肥有效利用率仅

为 30% －40%［10］，而发达国家可以达到 60% －70%。

为延长食品加工企业产业链，同时统筹区域发展，带

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农业及农村可持续发展，利用

循环经济及产业生态学的理论，本研究提出了在郑州开发

区建立“农 － 工复合型”虚拟生态产业园发展思路，目的

在于引导开发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向生态产业链过渡，

即以食品加工业为核心，将产业链同时向第一、第三产业

延伸，带动周边地区农业及农村的发展，通过以“工业带农

业”、“以工促农”，实现区域及城乡的统筹发展( 见图 1) 。

图 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 － 工复合型”

虚拟生态产业园概念框架图

“农 － 工复合型”虚拟产业园是以工业园区为核心、包

括企业、农户、农民及农田在内的一种区域产业网络共生体

系，这是一种集功能导向型、纵向闭合型、横向联合型、区域

耦合型及社会复合型为一体的新的产业系统模式，此类模

式的构建，旨在通过生态规划、生态设计、生态工程与生态

管理的实施，将传统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

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生命力的产业生态系统。

“农 － 工复合型”虚拟生态产业园区可以帮助开发区

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赢得多方面的优势，首先，建立“农

－ 工复合型”虚拟生态产业园区有助于统筹开发利用周边

资源，有助于牢牢把握河南农业及人口大省的特点与优

势，充分利用本地农业资源，节省物流成本; 其次，通过鼓

励企业与农户建立双赢的合作机制，加强企业对农户的引

导与支持，如此一则可以保障农户收入; 二则可以保证企

业原料供应及原料价格的平稳，并可以促使企业在合适时

机将自身产业链向上下流拓展，提高企业竞争力; 再次，通

过增加企业与农户的互动交流，有助于企业及时获取原料

信息和产品市场信息，提高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依据目前经开区的产业结构，构建“农 － 工复合型”

虚拟生态产业园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双汇、益海粮油、中粮

等大型项目投产后，经开区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园区向农工

复合虚拟生态产业园的方向发展，加强园区内外的互动与

联系，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具体而言，首

先要注意促进食品及饲料企业与农户的联合，鼓励食品和

饲料企业建立自身原料供应基地，并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和

养殖，鼓励饲料企业为农户提供多种增值服务，如指导农

户科学合理使用饲料等; 其次要积极争取将周边地区纳入

开发区统筹规划范围，以利于整个区域协调发展，并在合

适的时机着手建设农工复合虚拟生态产业园信息平台。

3 “农 － 工复合型”虚拟产业园区建设的意

义及面临的问题

新一轮生态产业革命将带动我国的产业转型、企业重

组和产品重构，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的被

动局面，成为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全面、

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动力。生态产业园区

作为一种生态产业复合体，是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

境保护为一体的复杂的生态耦合体系，将成为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了实现生态园区对区域及乡镇发展

的带动作用，未来的生态园区建设将强调对社会的服务功

能而不是以产品为经营目标，并将生产、流通、消费、回收、

环境保护及能力建设纵向结合，将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横

向耦合，将生产基地与周边环境包括生物质的第一性生

产、社区发展和区域环境保护纳入生态产业园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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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产业园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载体。虚拟产业园区

具有高的生态效率、强的生态整合力、小的生态足迹、丰富

的生态多样性和低的生态风险
［2］。

通过深入探讨虚拟生态产业园区内涵及其产业共生

网络特征，从农业相关产品生产、使用、回收的全生命周期

视角和服务功能型导向出发，对集各类型农业相关企业、

合作组织、农民及乡镇、农田为一体的“社会 － 经济 － 自

然”复合区域产业网络共生体系进行系统的生态设计是虚

拟产业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难点之一。探讨以工

业带农业、公司带农户、城市带乡村、生产带环保的一种集

功能导向型、纵向闭合型、横向联合型、区域耦合型及社会

复合型产业链与一体的新型区域生态产业园，可以为区域

层次上的产业生态转型、新农村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一种

新的产业范式。

体制的转型及利益的分配也是虚拟园区建设中不可

回避的问题，以“农 － 工复合型”虚拟园区为例，在这种新

的共生网络中，食品加工企业仍然是网络的核心，但企业

的效益不仅仅体现在其销售产品的收入中，还包括带动周

边农村发展的社会效益及对农田保育的生态效益，而这部

分传统被忽略的效益如何记入企业的收益、企业与农民之

间的利益如何分配、其共生关系如何维持等，都是虚拟产

业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 编辑: 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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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industrial Virtual Ecological Park Planning:

Case Study of National Zhe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LIU Jing-ru SHI Yao ZHOU Chuan-bin CHEN Bo
(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 Eco-industrial park is an industrial cluster of circular economy，with the emergence of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parks，the virtual industrial park and its operation mode have become the hot topics among scholars at home and

alrond． In this paper，taking the food-process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Zhe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as ex-

ample，we developed an‘agriculturiol-industrial virtual ecological park’mode． This new mode of industrial network breaks the limi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akes food-processing industry as the core and promotes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and tertiary indus-

tries． We also discussed some key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is new mode．

Key words ecological industrial park; Zhe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agriculturial-industrial virtual ecologi-

cal park

·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