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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模式
郭

翔，
钟书华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学的思想在工业中的应用。在简单回顾区位理论的基础上，
对影响生态工业园区的主

要区位因子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模式进行了概括，将其分为选择模式、拓展模式、营造模
式和集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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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比单个企业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化

Ｈｏｏｖｅｒ）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

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更大的效益。”［２］这一概

区位是指社会、经济等活动在空间分布

工业区位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１］。二战后

念的提出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从其理论

上的位置，而区位模式则是指这些活动在空

随着科学技术和各门学科的发展，区位理论

渊源上看，工业区位理论是其理论的基本来

间分布上的一般规律取向。１９０９ 年，德国经

再次得到空前的发展。

源之一。

济学家韦伯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
发表了《论工业的

生态工业园区是“建立在一块固定地域

众多的学者都对区位理论中的区位因

区位》
一书，
提出企业应选择成本最小的地方

上的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

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概括出了大致相

设厂，并指出 ３ 个影响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

区。在该社区内，各成员单位通过共同管理

近的区位因子［３］。具体就生态工业园区而言，

主要因素：运输成本 、劳动力成本和聚集经

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更大的环境效

重要的区位因子可以概括为以下 ６ 个：基础

济。这标志着工业区位论的问世。尔后，
俄林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整个企业社区将

设施、交通运输、自然地理条件、信息系统、

强度与持续时间也会随着 ＩＴ 类别的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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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以及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园区中

过相对选优的方式确定园址。但由于政府注

换、
产品的进出市场等。因而，一些生态工业

的各区位因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

重此模式的“示范”效应，寄希望于借此吸引

园区选择在交通便捷的地点落户。韩国的第

联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一个区位因子的

更多的企业加入生态工业园区和引导更多

变化都能不同程度地引起其它区位因子发

的地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因而该模式的影

生相应的变化。多个区位因子相互影响交互

响较大。

一个生态工业园区项目 Ｄａｅｄｏｋ 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ｌｌｅｙ
（ＤＴＶ）
就是一例［５］。
三是信息共享型。生态工业园区是一个

作用于园区。生态工业园区区位因子的研

选择模式中备选地点的决定是一个程

复杂的区域产业共同体，其成员成分十分广

究，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重要

序化的过程，通过科学的分析，最大限度地

泛，要对其进行整合就必须借助于信息的沟

的意义。钟书华在《科技园区管理》一书中，

避免选址决策的盲目性。通过对园区各区位

通。一些园区特别是虚拟的生态工业园区特

将科技园区区位模式分为 ４ 种［３］。同样，根据

因子的对比分析，实际上也使园区管理者能

别注重信息资源的共享。如中国南海生态工

区位因子和生态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的关系，

更好地认识到园区的优势与不足，在规划与

业园区、
Ｂｒｏｗｎｓｖｉｌｌｅ 生态工业园区等。园区

也可将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模式分为选择

建设中做出更好的安排。

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系统，从园区副产品的

模式、拓展模式、
营造模式和集聚模式。

１ 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借助于逻辑学、数学等分

当然，选择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

交换信息、创新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到政策

明显的。从理论上，
它脱胎于理性原则，
即根

法规信息等都作及时准确的发布，以备成员

据理性，寻找出所有可能的备选行动方案，

企业的应对。

计算出各方案的效果，从中选择最优方案。

四是地理优势型。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

析手段和工具，对某一区域内的两个或两个

然而，根据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
，要完

条件来规划发展生态工业园区。这种地理优

以上的备选地点的区位因子进行分析，选择

全做到这几点是不现实的。因为人的认识能

势不是指交通运输上的优势，而是包括园区

一个综合区位因素相对较好的地点来规划、

力和各种外部条件都是有限的。在实践上，

的自然地理面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然资

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诸如评价模型的建立、参数的赋值等都带有

源、历史文化资源等。在查尔斯角生态工业

对园区区位因子的分析可以为定性分

一定的不确定性。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在所给

园区，就利用自然的海岸特色以及丰富的自

析，也可以为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是把各备

的备选地点中选择一个相对“满意”而不是

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发展生态产业。

选地点的区位因子粗略地分为好中差 ３ 个

“最优”
的地点。

拓展模式中，生态工业园区至少具有一

等级，通过对比，选择一个总体相对最优的

选择模式主要考察的是生态工业园区

个十分突出的优势区位因子（不排除还有其

地点作为园址。澳大利亚第一个生态工业园

的“硬”环境，对人文方面的“软”环境关注较

它的优势区位因子，且越多越好）
，园区主要

区项目选址在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市原有的 Ｃａｒｏｌｅ 工

少。而生态工业园区要想达到最佳的社会、

依据优势区位因子来规划建设生态工业园

业区。从区位因子方面来看，
Ｃａｒｏｌｅ 工业区

经济和环境效益，加强与社区的沟通，处理

区。一般来说，拓展模式的生态工业园区需

处于澳大利亚最富饶的粮食作物产区附近。

好与所在社区的关系是实行选择模式必须

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同时利用市场这只“看

这对于以食品和饮料为核心产业的生态工

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见的手”
共同促进其发展。

业园区来说是较大的地理优势。此外，园区
完备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运输、充裕的

２

拓展模式

拓展模式强调优势区位因子对生态工
业园区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模式的生态工

劳动力供给、政府的立法倾斜，奠定了其在

拓展模式是指根据规划中的生态工业

众多备选地点中的相对优势 。定性的比较

园区的产业特征，在具有区位因子优势突出

即如何确定能够与优势区位因子最有效匹

分析主要适用于备选地点区位条件差异相

的地点规划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如前所述，

配的潜在成员企业，且这些企业之间还存在

对较大的条件下。当区位条件差异比较细微

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因子有多个，因而，根

着副产品交换和能源梯级利用关系。同时，

的时候，一般采用定量的比较分析，即建立

据“优势区位因子”的不同，拓展模式可细分

也应该认识到，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不可能

评价生态工业园区的数学模型，其中基础设

为 ４ 种。

永远地靠单一的优势区位因子来支撑。从实

［４］

业园区的规划存在的一个首要问题就在于：

施、交通运输等都是模型的变量参数，根据

一是基础设施完备型。一些产业特别是

践上看，园区在通过优势区位因子获得初期

各备选地点的区位因子的实际情况对模型

高技术产业对基础设施状况非常敏感。这

的发展之后都选择了投资改善其它区位条

各参数予以赋值，结果最优者即被选为园

样，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地点建设生态工业园

件的措施，以期获得长久的发展。拓展模式

址。定量分析较定性分析更为精密。这种分

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天津泰达生态工业

展示了不同优势区位条件下建设生态工业

析方法的困难在于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的

园区选址在原有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

园区的经验，
值得仔细研究。

建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往往一个参数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践上看，任何一个生

权重的细小变化都会导致结果的巨大不同。

态工业园区，无论是在规划、招商引资，还是

由于政府在土地分配、政策法规制定等
方面的主导地位，选择模式十分注重政府的

３ 营造模式

在建设、运作过程中，都必须高度关注基础
设施状况。

所谓营造模式，是指通过高强度的投
入，显著地改善某一区域的区位条件，使之

参与。一般来说，选择模式的生态工业园区

二是交通便捷型。便捷的交通对生态工

具有相对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规划和建设生

的初始区位条件较为一般化，这是因为各备

业园区的影响在于：有利于园区成员企业快

态工业园区。山东鲁北生态工业园区就是一

选地点都没有过分突出的区位优势，只能通

速获取信息、副产品和废弃物的安全顺利交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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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生态工业园区位于黄河三角洲，地

根据增长极理论，在某一区域

处渤海湾边的盐碱荒滩，这里淡水资源缺

内投资建立
（或嵌入）推动性的产业

乏，
生态环境相当脆弱。从 ８ 名职工、４０ 万元

之后，会通过乘数效应而带动区域

试验经费、两间黄席棚起步，到 ２００１ 年，鲁

内其它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周围

北集团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磷铵硫酸水

其它的区域经济的增长［８］。根据这一

泥联合生产企业，全国最大的磷复肥生产基

理论，在某一区域通过引入推动型

地。鲁北集团使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学

产业之后，
吸引共生关联企业加入，

工业完成了从“夕阳工业”到“朝阳绿色产

进行副产品交换和能源梯级利用以

业”的革命性转变。通过不断的生态环境建

及其它工业共生活动，逐步形成生

设，不但没有恶化当地环境，而且奇迹般地
为盐碱荒滩穿上了“绿装”
；通过不断的基础

为众多生态工业学者津津乐道

设施的改造，使得园区的整体区位条件得到

的卡伦堡工业共生体就是一个集聚

巨大的改善 。

的过程。从 Ｇｙｐｒｏｃ 公司在卡伦堡建

［６］

生活水平提高

财政收入增加
教育发展，劳
动者素质提高

生态工业园
就业增加，个
人收入增加

前后向关联
企业发展

生态工
业集聚
附图

生态工业园区辐射功能

营造模式中，区位条件对园址的确定不

厂，利用 Ｓｔａｔｏｉｌ 公司的丁烷气开始至今，这

认可为生态工业园区。同时，生态工业集聚

起决定作用。园区多落户于综合区位条件较

个共生体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参与，形成了一

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如卡伦堡就经

差的地区，之所以如此，更多的是从产业发

个复杂也最为成功的工业共生体。

历了 ２０ 余年的缓慢发展才形成现在的工业

展战略的高度来考虑。由于完全依据市场规

集聚模式的形成是地理和历史共同作

律的作用，生态工业园区很难选择在区位条

用的结果。它是通过利益将各企业连接起

共生结构。因而，
集聚模式的形成时间很长，
其效益的展现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集聚模

件较差的地区，营造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推

来，形成“集聚—再集聚”的良性发展。即在

式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角色的合理定

动来实施。鲁北的发展实践就表明，要发展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资本等生产资料配

位。集聚模式完全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生态工业园区，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７］。

置在综合区位条件优越的区域，初步确定了

卡伦堡的实践表明，过多干预往往会影响到

宏观上看，营造模式中，政府在战略策

园区的发展主题，并形成了早期的推动型产

生态工业园区的正常发展。政府应以市场的

业，在区位优势和推动型产业的共同作用

催化剂的角色出现，既要防止对园区过分关

下，潜在共生企业逐渐加入，建立循环链，形

注，
又要防止关注不够。

划、政策支持、规范管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
的引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施加其影响，把
生态工业园区纳入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战略中去，协调不同产业的关系，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产业格局；通过生态工业园区带动
传统产业的发展，并使其成为潜在的经济增
长点。同时，营造模式具有一定的试验和示
范性质，可以探寻在综合区位条件较差的地
区发展生态工业园区的经验，一旦获得成
功，则具有巨大的辐射和示范功能。
实施营造模式，为改善区位条件，实现
高标准的环境目标，需要高额的前期投入，
增加了园区建设的成本。由于是政府推动，
建设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且投入的回报期
不确定，对政府财政是一个负担。生态工业
园区是对具有生态关联的各产业的有机整
合，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一旦循
环链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危及整个生
态工业园区。在区位条件相对不出众的地
区，一个区位因子就可能成为生态工业园区
发展的瓶颈，增加了其发展的难度。因而营
造模式具有成本高、风险大、发展具有不确
定性的特点。

４ 集聚模式

５６

态工业园区，
这就是集聚模式。

环境改善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成工业生态集聚。集聚模式形成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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