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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开区基本情况



• 1992年开始建设；

• 1994年8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前的实际管辖面

积为60平方公里；

• 2019年1月26日，北京市政府批复由经

开区统一规划和开发建设亦庄新城；

• 正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

化承载区和宜业宜居绿色新城。

 历史沿革

经开区基本情况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 生物技术和大健康 机器人和装备制造

 产业聚集

截至2019年底，经开区工商注册企业近3万家，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企业500多家。

经开区基本情况



2020上半年

 经济发展 2019

同比增速

1932.8

亿元

1258.8亿元

4183亿元

270亿元 195.8亿美元 515.1亿元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进出口额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8.90%
8.10%

9%

5%

1.50%

8.1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经开区基本情况

常住人口

879.6亿元

同比增长3.6%

同比上升0.1%

增速比1-5月提高4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21.9%

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总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

下辖2个街道，17个社区

常住人口约二十万



制定详细的编制计划

数据摸底调查、技术路
线调研、广泛交流座谈
和专家意见论证。

高标准设定任务

包括40项重点任务
（2019年-2025年）

正式印发

经主任办公会、工委会
审议通过后于2019年9
月29日正式印发。

科学编制实施方案

以60平方公里为试点范
围，结合225平方公里的

“亦庄新城”建
设。

通过专家评审

2019年9月4日，实施
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指明目标
从工业和生活两个领
域，指明了经开区“无
废城市”试点建设目

标。

 试点建设目标

经开区基本情况



生产领域
生活领域

建立起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

出台一批具有指导意义的细则、规范和综

合管理制度

形成一批具有产业特色的，可复制、可

推广的“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经验

“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在“亦庄新城”

范围内全面铺开

 落地一批先进的固体废物处理工程设施

 基本实现依靠区内基础设施处理处置固

体废物

到2020年底

到2025年

• 开展“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推行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持续倡导绿色生活，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 引导社会各界形成低物质消耗、低固体

废物产生量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试点建设目标

经开区基本情况



 试点任务完成及固废产生现状

2020

2019年:

• 经开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0.1万吨，同比下

降13.92%，综合利用率持续为96%；

•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13万吨，同比下降17.9%，综

合利用率达到62%，较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

•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由95%上升至100%。

截止2020年7月底:

• 经开区年度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10.33万吨，为上一

年度的47.8%；

• 年度危险废物产生量为2.09万吨，为上一年度的

50.6%。

经开区基本情况



打造绿色经济发展
新坐标01



（一）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助力绿色工业园区建设

 “生态+绿色+产业”升级打造工业园区绿色发展

• 集中与分散供能紧密结

合；

• 加强能源的梯次利用。

生态基础设施
• 突出招商特点，严格项

目准入，构建合理的产

业链；

• 广泛利用大数据实行订

单式生产、零库存发展

的模式。

绿色产业布局

• 出台《亦庄新城城市功

能组团》；

• 提出下一步的区域绿色

化发展统筹规划意向。

园区绿色规划



 “生态+绿色+产业”升级打造工业园区绿色发展

•征集国内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领域的先进技术，通过专家评审和商业评

估的项目可纳入经开区节能环保产业项目储备库，对接投资基金。

•与光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注资20亿元参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

•通过“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的各类应用场景，引进成熟的符合现阶段和未来发展方

向的节能环保产业。

“一带一路”投资基金

全球征集绿色技术

（一）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助力绿色工业园区建设



 “政策+标准+方案”三位一体完善试点建设政策体系

政策支撑体系

《北京经开区绿色发展资金》

《北京经开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录》
《北京经开区清洁生产管理办法》

《北京经开区绿色建筑、装配式、超

低能耗建筑实施意见》

《绿色工业建筑设计指引》

标准

《北京经开区危险废物试点管理实施方案》

方案

政策

（一）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助力绿色工业园区建设



政策

• 扩充《北京经开区绿色发展资金》奖励范围，对固体废物领域的工程、管理项目予以专项扶持资

金。

• 制定《北京经开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录》，实现区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统一名称、统一单位、

统一统计口径。

标准

• 制定《北京经开区清洁生产管理办法》，从生产的全过程降低固体废物的产生强度。

• 出台《北京经开区绿色建筑、装配式、超低能耗建筑实施意见》，编制《绿色工业建筑设计指

引》，成为工业绿建的领先标准。

方案

• 创新实施《北京经开区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实施方案》，试点在经营性产业园区实施危险废物的统一

收集贮存管理，解决中小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等系列难题；提出开发区内同一法人不同

厂区开展危险废物的自处置工作，提高危险废物的循环利用水平。

 “政策+标准+方案”三位一体完善试点建设政策体系

（一）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助力绿色工业园区建设



电子显示器制造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龙头+技术+标准”持续构建绿色供应链

生命周期（LCA）管控方法及理念

数字电视

数字整机

数字创新

石英砂

玻璃基板

液晶面板

建立企业绿色供应链要求

主持制定电子行业标准，不断降低全产业链的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越海物流



发动机管理系

统有限公司

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

模塑科技有限

公司

电子电器有限

公司

园区物流公司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龙头+技术+标准”持续构建绿色供应链

• 带领其400余家一级供应商，全部

签署绿色制造承诺书，并对其中10

家试点供应商开展北京奔驰的绿色

认证。

• 已经建立起国内引领汽车制造行业

的最严绿色供应链建设体系标准，

推动其在经开区内的12家供应商全

部建设成为绿色供应商，并都已获

得ISO14001认证。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技术+应用+优化”积极建设绿色工厂

• 2017-2019年全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12家，占北京市的30%。

• 2020年，利乐包装、北汽李尔、拜耳医药等10家企业成为北京市级绿色工厂，并已全部申报创建国家级

绿色工厂，占到全市申报比例的1/4。

01

03

02

技
术
研
发

企业
优化 区内

应用

废酸、废碱、废有机溶剂以及废

漆渣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置。

正在形成稳定技术并优先

实现区内的技术对接。

国家级绿色工厂不断涌

现。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技术+应用+优化”积极建设绿色工厂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设计+研发+服务”不断丰富绿色产品内涵

研发生产符合环境要求的、

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

的产品和服务

推动固体废物的减量化

与循环利用

开展绿色产品设计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设计+研发+服务”不断丰富绿色产品内涵

电子显示器绿色产品管理系统

与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和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关联，可以将企

业所有的绿色产品数据统一集成化管理，推动绿色设计。

已经通过了CNAS认证，正在围绕绿色产品设计开展大量的

研发工作。

电子显示器绿色产品实验室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设计+研发+服务”不断丰富绿色产品内涵

直发包装

简约包装

• 宝洁、联合利华等品牌商上千种商品SKU包装符合原发包装要求，已减少物流纸箱使用1.5亿个以上；

• 强生、欧莱雅等50余家企业落地推广简约包装，每年可减少供应链一次纸箱使用2亿个以上。

绿色物流

• 已在全国7个大区、50多个城市，投放近5000辆新能源车，规模化新能源车队覆盖多种业务场景。

工业固废循

环利用

• 通过物联网技术模式，使厂区内的托盘从功能单一的物流载具变成了可追溯、易管理的“智能共享托

盘”，减少工业固废的产生;

• 与区内印刷企业合作，将无法印刷的废成品纸裁切加工再利用，并进入其电商平台进行售卖，实现了工业

高值固废的再生利用与交易流通。

（二）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三）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培育市场模式

 “目录+平台+联单”创新实施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

实时采集和追踪

企业固体废物信息

……

行政管理与市场运作互为补充的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模式

动态更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名

录》



 “目录+平台+联单”创新实施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

“智慧无废”
固废信息管理平台

企业……

市场端

管理端

• 为企业高值工业固体废物的再生交易匹配最优处置资

源；

• 为低值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转运提供议价空间。

• 匹配企业的原材料、产品等生产信息分析工业固体废物

的产生环节、减量空间；

• 通过制定引导性政策要求企业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

生，指导企业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项目。

已经汇集区内近300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固体废物基础信息

（三）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培育市场模式



 “引资+引智+扶植”推动形成固体废物市场化服务模式

• 一定量的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

• 一定量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工业危险废物较多

• 厂区生活垃圾较多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较多

• 工业危险废物较多

孵化平台类

经开区内

企业类型
商务楼宇类

独立建厂类

•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较多

• 一定量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工业危险废物较少

（三）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培育市场模式



 “引资+引智+扶植”推动形成固体废物市场化服务模式

亦城财富中心与第三方合作，建立智能数据云平台，指导园区企业开展集成建设固体废物分类投放站、其他垃

圾挤压站、餐厨垃圾生物降解站以及可回收垃圾中转站，形成基于数据统计管理为一体的“1+4”固体废物统

一处理试点，实现园区固废减量50%。

（三）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培育市场模式



 “引资+引智+扶植”推动形成固体废物市场化服务模式

生物医药园引入第三方驻厂服务，进一步明确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流程、园区危险废物贮存库

管理要求、园区职责体系等内容，正在开展试运

行。目前，已成功将生物医药园内每年每家企业

危险废物贮存转移费用降低40%。

（三）以“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培育市场模式



“无废园区”管理
指标体系

“无废园区”建设
标准

工业园区无废建设
实施指南

系统总结经开区“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的经验和模式；

联合新加坡天博亚洲咨询公司、清华大学、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等机构

编制《工业园区无废建设实施指南》。

提出工业园区“无废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提供园区组织管理、顶层规

划设计及企业和社区践行等层面的建设标准。

对标联合国工发组织生态工业园建设、新加坡无废蓝图以及中新生态城生

态指标体系。向全国各类工业园区进行辐射推广，为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实

施“无废城市”建设贡献亦庄智慧。

“指南+标准+体系”引领创建国家“无废工业园区”



培育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02



• 荣华街道形成“互联网+源头分类”模式；博兴

街道形成了“撤桶并站、站边指导、定时投放、

积分奖励、全程管理”的博兴模式。

• 经开区内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居民知晓率

达到100%，小区参与率达到100%，居民参与

率达到80%以上，全市领先。

两种模式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



• 在面积大、条件好的小区设立自助投放站，由第三方公司分拣、称重后给居民反馈积分。在面积小，不具备

条件的小区安装智能回收柜，居民扫码后投入可回收物，回收柜根据投递重量通过微信即时返回现金。

• 仅荣华街道已设立可回收物自助投放站16处，引进25台“爱回收”可回收物智能回收设备，共回收可回收垃

圾286.63吨，全区生活领域的可回收物分类回收体系实现全覆盖。

投放站+回收柜全面收集可回收物



厨余减量

管委会推行无纸化办公，节约机关办

公用纸20%。

亦庄控股降低一次性消费品使用。仅

一个季度就实现打印纸、垃圾袋等一

次性消费品消耗量同比下降3%。

目前7FRESH、盒马、山姆超市等

大型超市均已使用可回收或可降

解的塑料袋及包装物，全区45家

酒店均已取消一次性消耗品的主

动提供。

绿色消费绿色办公

多项举措培育绿色生活模式

试行不同厂家的餐厨垃圾就地处理

设施，完善数据，服务技术选型。

在别墅居民区，发放专用容器和发

酵菌，让居民将厨余垃圾自行生化

降解。



通过系列活动宣传引导全民参与“无废城市”建设。制作一

批文创产品和7集科普动画片广泛宣传“无废城市”建设理

念。

利用各部门建立的单位台账以及各社区建立的家庭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短信平台和云广播等信息平台，持续推送信

息。

亦城时报、尚亦城APP开设专栏。在中央及市属各类媒体，区

域报纸、电视、网站、微博、微信、APP等媒体平台推出各类

营造“无废城市”建设氛围



下一步工作03



下一步工作

01

系统梳理“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经验

03

• 编制并发布“无废工业园区”标准和指标

体系；组建国家经开区的“无废城市”建

设联盟，将试点建设的成果不断向全国经

开区辐射推广。

滚动推广复制“无废城市”
建设经验

02

• 以编制“无废城市‘十四五’规划”为

契机，统筹推进试点建设工作任务，突

出区域产业特色，持续推动试点工程落

地，高质量完成国家试点建设任务。

高质量完成国家试点建
设任务

• 全面梳理、系统总结，对一年多以来经开区在试

点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凝练，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无废园区”建设模式。



北京亦庄
BEIJING ETOWN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