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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东化工工业园调研报告
米东化工工业园（以下简称工业园）成立于 2005 年 9 月，是自治区级的大型化工工业
园区，享受与乌鲁木齐两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同的优惠政策，是乌鲁木齐市投资发
展的重要基地。园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北部的米东区，距市中心 18 公里（见图一）。

图 1：米东化工工业园区位示意图

园区规划总面积为 108 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氯碱化工区 25 平方公里、石油化工区 33
平方公里和综合加工区 50 平方公里（见图二）
。
2007 年 9 月，工业园的《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实施方案》正式通过自
治区经贸委审批，被确立为自治区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截止 2010 年 5 月，园区已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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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近 300 家，约有 2 万余名员工在园区内企业工作。2009 年，米东化工工业园实现工业
产值 330 亿元，占米东区工业总产值的 91.6%[1]。

图 2：米东化工工业园用地示意图

为了解米东化工工业园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德方 RECAST URUMQI 项目循环经济组研究
人员做了周密的调研准备工作，在资料查找、文献阅读及信息讨论汇总的基础上，开发出
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的调研问卷》
（见表 1）及《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
园内企业的的调查问卷》
（见表 2）。其中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的题项 34 个，关于米东化工
工业园内企业的题项 42 个。
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的调研问卷
序号

问题列表

1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简介

2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的主管部门（关于环境管理和资源利用）

3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在循环经济方面现已获得的称号有哪些？

4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招商引资资料

5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对入驻企业有哪些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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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米东新区化工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实施方案》

7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委会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能

8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委会负责环境管理的部门是哪个？

9

园区环境监测及管理制度及环境应急预案？

10

园区内入驻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哪些？

11

园区内入驻的国家 200 强及 500 强企业有哪些？

12

园区内入驻的规模以上企业有哪些？（国有企业及年销售额大于 500 万的非国有企业）

13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的主要工业企业名录？

14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已经形成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有哪些？

15

园区内利用自身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原料的企业有哪些？

16

园区内利用其它企业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原料的企业有哪些？

17

园区内从事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有哪些？

18

工业园对园区内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优惠及鼓励政策有哪些？如贷款（低息、优先等）？税收
等？

19

园区内国家监控的排污企业有哪些？

20

园区内新疆自治区监控的排污企业有哪些？

21

园区内乌鲁木齐市监控的排污企业有哪些？

22

工业园对园区内排污企业的抑制措施有哪些？

23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是否已打算申报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24

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2007\2008\2009)

25

园区内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率(2007\2008\2009)

26

园区内的废水、固体废物收集系统

27

园区内的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28

园区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29

园区编写的环境报告书

30

为吸引更多的企业来米东化工工业园落户，管委会都采取了哪些市场活动？

31

是否存在国家或国际生态工业园的联系网络，米东化工工业园是否是成员之一？

32

米东化工工业园内有哪些企业通过了 14000 认证

33

《米东新区化工工业园园区总体规划》（2006 年乌鲁木齐城市规划设计院制作）

34

《米东新区化工工业园环境影响评价规划》（2007 年南开大学制作）

表 1：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的调研问卷

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园内企业的调研问卷
序号

问题列表

1

企业循环经济项目简介？项目投资金额？投资方？

2

项目的开工建设时间？

3

项目的投产时间？

4

该项目分别可以节约哪些能源，价值多少？

5

该项目分别可以节约哪些资源（原材料），价值多少？

6

该项目分别可以减少哪些污染物排放？

7

企业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有哪些？
3

8

这些原材料分别来源于哪些企业？哪些是园内企业，哪些是园外企业？

9

目前每种原料每年的需求量分别是多少？

10

原材料中哪些是其他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

11

预计产生本企业生产所需工业废物的上游企业有哪些？

12

预计上游企业副产品或废弃物的产生量有多少？

13

企业所能消耗的其他企业的副产品和废弃物的量是多少？

14

同样使用该废物作为原料的其它企业有哪些？是否为园区企业？距离多远？

15

使用其它企业的废弃物，费用是如何结算的？

16

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哪些？每种产品的年产量为多少？

17

企业每种产品的市场售价如何？

18

企业生产需要哪些能源？煤、水、电、蒸汽？各需要多少？

19

企业生产所需能源来源于何处？每年所需费用为多少？

20

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有哪些？如税收等？

21

企业产生的工业废物有哪些？（废水、废渣、废气）

22

企业产生的工业废物的量分别是多少？

23

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有哪些？

24

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量是多少？

25

企业产生的工业废物和危险废物分别如何进行处理？

26

预计使用本企业产生的工业废物的下游企业有哪些？

27

预计下游企业工业生产所需废物的量分别是多少？

28

如自行回收利用，请告知如何回收利用？

29

如交给其它企业处理，请问都交给哪些企业？

30

如销售给企业，请问都销售给哪些企业？价格如何？

31

如进行贮存，请问都贮存在哪些地点？有哪些要求？

32

处理工业废物和危险废物都需要交纳哪些费用？交纳给哪些部门？

33

企业是否通过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34

企业是否采用清洁生产审核？

35

企业是否有主管资源回收利用的部门，部门的名称？

36

企业专职环保人员数

37

企业总产值（万元）2007、2008、2009

38

企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万元）2007、2008、2009

39

企业环保设施原值（万元）

40

企业是否重点排污企业（国家级、省级、地市级）

41

企业排污费由哪一级组织进行审核？

42

企业缴纳排污费总额（万元）2007、2008、2009

表 2：关于米东化工工业园园内企业的调研问卷

为进一步了解米东化工工业园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循环经济组研究人员于 2010 年 5 月
-6 月对工业园及园内企业开展了细致的实地调研工作。在与工业园管委会的座谈会上工作
人员了解到，截止目前，米东化工工业园共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项目 12 个（见表 3），共涉
及园内的 7 个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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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1

中泰化学公司废水综合治理项目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

电石渣制水泥熟料项目（一期）（二期）

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

炼油碱渣治理项目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4

硫回收项目装置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5

燃煤锅炉增设烟气脱硫装置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6

新建污水汽提装置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7

污水深度处理系统改扩建项目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8

生产水合肼项目

新疆新仁化工有限公司

9

福阳环保建材项目（一期）（二期）

新疆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10

神华集团煤矸石热电联产项目

神华神东电力新疆米东热电厂

11

神华集团配套洗煤厂项目

神华新疆能源公司

12

煤矿四矿合一

神华新疆能源公司

表 3：米东化工工业园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列表

为详细了解米东化工工业园 12 个循环经济试点项目的开展情况，收集开发循环经济企
业间的物质流模型的资料，研究人员对重点相关的 8 家工业企业，5 个政府及事业单位分
别进行了调研（见表 4），调研采用座谈会与单独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被调研的 8 家企业包
括 7 家工业园内的循环经济企业和 1 家工业园周边的资源回收利用企业。
序号

单位全称

单位简称

备注

1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乌石化公司

工业企业

2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公司

工业企业

3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新疆公司

工业企业

4

新疆新仁化工有限公司

新仁化工公司

工业企业

5

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米东水泥公司

工业企业

6

神华神东电力新疆米东热电厂

米东热电厂

工业企业

7

新疆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福阳免烧砖

工业企业

8

新疆米东供销物资有限公司

资源再生公司

工业企业

9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委会

园区管委会

政府及事业单位

10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环境保护局

米东环保局

政府及事业单位

11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米东环卫站

政府及事业单位

12

米东区生活垃圾安全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

政府及事业单位

13

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新疆环科院

政府及事业单位

表 4：调研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列表

通过细致的调研工作，研究人员详细的了解了工业园循环经济项目开展情况及相关企
业间的物质流关系。在归纳总结一手调研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官方网站及相关媒体对
米东化工工业园的报道，研究人员建立了现阶段米东化工工业园的主要物质流模型图（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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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米东化工工业园主要物质流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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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物质流模型图中心的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是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 月，主要产品为聚氯乙烯树脂和烧碱。华泰
公司现有年产 30 万吨聚氯乙烯树脂、24 万吨离子膜烧碱的生产能力，并且正在进行总投
资 42 亿元，包括 36 万吨聚氯乙烯树脂、30 万吨离子膜烧碱，配套 2X13.5 万千万热电联
产装置的二期工程建设。华泰公司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电石渣和炉灰，目前每年电石渣的产
生量约为 60 余万吨。2010 年下半年，二期工程投产后，预计每年将产生近 130 万吨的电
石渣。

为解决华泰公司产生的大量的电石渣，华泰公司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山股份）于 2007 年共同出资成立了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东水泥）。
已建成的日产 1600 吨水泥熟料的生产线是国内首条 100%电石渣替代石灰石制造水泥熟料
的生产线，该生产线每年可生产水泥熟料 40 余万吨，为此可节约石灰质天然原料 60 万吨。
该生产线于 2008 年 3 月投产后，已经帮助华泰公司消耗电石渣 70 余万吨，有效处理了华
泰公司的固体废物。2009 年 8 月，米东水泥公司再次投资 5.5 亿元，开工新建两条日产 2000
吨水泥熟料的电石渣制水泥生产线，该生产线于 2010 年下半年建成后米东水泥公司每年将
可消耗电石渣 150 万吨，可以解决华泰公司产生的全部电石渣。

位于物质流模型图中上部的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新疆公司）是
神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煤炭生产销售、发电、
热力生产供给等。该公司有生产矿井 7 对，每年生产能力已达 1500 万吨，以长焰煤和弱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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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为主。该公司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煤矸石，每年产生量约为 140 万吨[2]。

为解决神华新疆公司和周边煤矿产生的大量煤矸石，同为神华集团控股的另一子公司
——神华神东电力公司于 2008 年 8 月成立了新疆米东热电厂（以下简称米东热电厂）。该
热电厂规划建设容量为 2X300MW，并已于 2010 年 5 月试运行，下半年将全部投产，投产后
每年可消耗煤矸石 200 万吨，可将神华新疆公司和周边煤矿产生的煤矸石全部综合利用。
该项目主要固体废物粉煤灰和炉渣每年的产生量约为 189 万吨[2]，部分将送至米东水泥公
司进行综合利用。此外，该项目还使用七道湾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作为循环冷却水，有效节
约了水资源的消耗。
物质流模型中的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以下简称乌石化）始建于 1975 年，是园
区内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下设炼油厂、化肥厂、化纤厂、热电厂、净化水厂等 10 个单位。
乌石化目前已具有年加工原油 600 万吨、年产 110 万吨尿素和年产 15 万吨化纤及其他石油
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且拥有十大类 60 余种石油化工产品。该公司共有 5 个循环经济试点
项目，其中炼油厂的废碱渣酸化中和处理装置，每小时处理量达到 1.5 吨；化肥厂的燃煤
锅炉增设烟气脱硫装置使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98%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2500 吨
至 3500 吨；炼油厂的 1 万吨/年的硫回收装置将炼油生产工艺中排放的含有 80%硫化氢浓
度的酸性气体进行再加工，在净化尾气的同时，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固体硫磺和
食品级硫磺。乌石化热电厂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粉煤灰和炉渣，2009 年的产生量分别为
28 万吨和 7 万吨，且 1993 年至今，乌石化共贮存粉煤灰约 400 至 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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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阳免烧砖）是利用粉煤灰、炉渣、
电石渣、煤矸石等固体废物生产免烧砖的循环经济企业。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共有
8 条免烧砖生产线，每年可生产免烧砖 5 亿块。该公司一期工程已经投产，2009 年消耗乌
石化热电厂产生的粉煤灰和炉渣共 19 万吨。二期工程对生产所需原料进行改进，改进后
97%的生产原料都将由固体废弃物组成，于 2010 年 8 月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消耗固体废物
100 万吨。

新疆新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仁化工）成立于 2007 年 1 月，是一家以生产水合
肼为主的民营企业，全部建成后年生产能力为 2 万吨，现年产水合肼 6 千吨。新仁化工所
用的生产原料次氯酸钠是华泰公司的副产品，每天用量约为 120 吨（含量 14%的液体）。该
公司将生产中产生的副产品纯碱进行加工后卖给园区周边的玻璃厂和啤酒厂。而生产中产
生的盐渣和碱渣，该公司则将其制成盐酸和元明粉，盐酸每天产生 30 吨回卖给华泰公司，
元明粉每天产生 20 吨至 25 吨，卖给园区周边的洗衣粉厂和玻璃厂，基本实现了全部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
在调研的 7 家园内企业中，乌石化公司与米东水泥的控股公司都已经通过 ISO14001 环
境管理认证，其他企业领导人也对 IS014001 环境管理认证有所关注，说明这些园区内的循
环经济企业环境管理意识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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