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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与日立公司城市事业创新 

和资源循环利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新闻通稿 

 

2011 年 5 月 10 日，大连市与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及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公司”）举行“城

市事业创新和资源循环利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连市政

府常务副市长肖盛峰出席仪式并致辞，大连市政府市长助

理、发展改革委主任姜周，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环

境保护局、服务业委员会、庄河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以及

日立公司、大连东达集团、大连环嘉集团等有关代表出席签

约仪式。签约仪式由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永勃主持。 

在签约仪式上，大连市发展改革委与日立公司签订了

《城市事业创新合作协议》，大连东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连东达集团）与日立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书》，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环嘉集团）与

日立公司签订了《废旧家电循环再利用工厂建设工艺流程技

术合作合同》。这三个合作协议或合同的签订，标志着大连

市与日立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大连市与日立公司合作，促进大连城市事业创新和“绿色大

连”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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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 10 月 24 日举办的第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

论坛上，大连市发展改革会与日立公司签订了《关于资源循

环与低碳经济领域示范城市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按照备

忘录所确定的合作领域，大连市积极推动相关企业与日立公

司的合作，促使大连东达集团、大连环嘉集团与日立公司在

水环境及家电循环再利用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同时，大连市发展改革委与日立公司还就进一步扩大合作领

域深化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并签署城市事业创新合作协议。 

本次大连市发展改革委与日立公司签署的关于“城市事

业创新”协议，主要确定了双方在信息通信系统、电力新能

源系统以及环境产业系统开展合作事宜。日立公司将灵活运

用其在城市事业创新领域所拥有的先进、适合、成熟的技术

和项目解决方案，研讨开展技术交流、共同研究、实施示范

项目等可行性，争取实现与大连市的相关企业、管理及研究

机构进行合作。大连市发展改革委与日立公司将建立合作推

进机制，共同推进有关项目合作。协议内容契合了大连市在

“十二五”期间提升城市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创新能

力、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大连东达集团与日立公司所签署的协议中明确，双方将

在水环境事业，特别是水务、基础设施海水淡化及其他环保

产业等领域开展合作。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打造智能水环境

系统项目，通过 IT 技术的应用，对自来水、生活污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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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废水等城市的各种水资源信息进行网络化的统一管理，实

现水资源的高效运用；上水、配水、中水、下水相关的项目；

海水淡化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关联项目。东达集团将结合大

连市具体项目进行信息调查，分析讨论项目的可实施性。日

立将向东达集团提供专业技术、设计以及营业活动方面的支

持，并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研讨投资方式及投资内容。双方

首先从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下水、再生水处理厂和

智能水环境系统项目开始推进。 

大连环嘉集团与日立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双方的研发

团队将共同设计建造一个更适合在中国运行的废旧家电分

解、处理工厂，该工厂将建设在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静脉产业类）内。工厂将把日立公司在该领域中先进的技

术及经验和大连环嘉集团废旧物资回收优势及自主研发的

各种分解和提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目前人工

拆解和机器粉碎废旧家电的传统处理模式，标志着中国废旧

家电处理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日立公司对工

厂建设提供工艺流程设计，确保工厂完成额定的家电（空调、

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电脑等）处理数量，并对工厂生产

设备管理使用、生产计划制定提供工程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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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    考考考考    资资资资    料料料料    
■■■■关于东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达集团有限公司 

东达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中国大连市。公司 1995 年创立，

立足于城市公用及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化投资、建设、运营。通过全体

员工的努力奋斗已跻身于中国环保和再生资源产业的前沿领域，发展

成为集水环境质量改善与服务，生态园区投资、建设与运营，环境交

易为一体的综合环境投资运营服务商。 

集团主营三大业务板块：东达水务板块；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板块；大连环境交易所板块。 

1．东达水务板块：东达水务是东达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要采用

BOT、TOT、BOO、TOO 等特许经营方式投资、建设、运营城市供、排

水（厂）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企业集团拥有水务项目规模达 300 万吨/

日，目前服务于中国 15 座城市，覆盖人口 2000 万人。 

2.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板块：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有限公司是东达集团的全资子生态公司，位于大连庄河临港工业区。

占地面积：12 平方公里。园区主营产业：可再生资源收集、拆解、

加工。 

该园区是国家辽宁沿海经济带“北黄海战略”开发的重点项目、

是辽宁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是大连市“十二五”规划千亿产

业聚集区重点项目。该园区作为国家级示范园区，确定了一个主题，

三个目标。 

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打造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三个目标三个目标三个目标三个目标：：：：园区规划产值：2000 亿元/年。 

园区规划产出工业原料：1000 万吨/年。 

园区规划城镇人口：30 万人。 

3.大连环境交易所板块：大连环境交易所是东达集团控股企业，

是中国东北地区获批的第一家环境能源权益交易机构。大连环境交易

所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营业务： 排污权交易；CDM 信息

服务；全国合同能源管理交易；节能环保再生资源技术与产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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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总投资 30 亿元，2010 年上缴税收近 3 亿元。在大连下属 12 个

全资子公司，同时在北京、安徽、河北及东北三省等地设立了再生资

源集散基地。在美国、英国等也有分公司。现有职工 3000 余人，市

场从业人员 3 万余人，带动就业 10 万余人。经营各类再生物资近千

余种，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再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环嘉集团拥有

完善的现代化办公设施、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及封闭的现代化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基地。 

集团公司主营业务分以下三类: 

一、环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以“人文、和谐、环保”为宗旨，以“七统一，一规范”为管理

原则，通过自营、收购、加盟等模式，打造了全国性的连锁收购网络。

遵循“环保、清洁、文明”的回收原则，环嘉集团将通过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的建设达到 9998 目标：90%以上的回收站纳入体系建设，90%

以上的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90%以上的再生资源进入市场交

易，80%以上的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实现回收利用。 

以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以“五区一中心”为标准功能，

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基地。环嘉集团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是严格按

照商务部的要求进行设计建设，即将基地划分为五区一中心：商品交

易区、分拣加工区、仓储配送区、商品展示区、配套服务区和培训中

心。将实现环境管理、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废物综合利用等方面产

生显著成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三赢”。 

旧货调剂市场 ，集团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闲置和淘汰的成品和半

成品的旧物调剂交易市场，也在建设中。 

二、环嘉科技研发中心 

环嘉集团以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相结合，利用纳米技术已再生

PET 为原料开发多项高附加值的产品。集团下设的研发中心建有抗菌

材料实验室、塑料改性加工实验室。我们的目标是加大企业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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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充分利用再生资源，以获取多种类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三、环嘉全国性再生资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 

交易功能：现货交易、远期交割、套期保值 

服务功能：结算、融资、信息、物流、商品展示、大宗物资采购 

交易品种:废钢铁、废塑料、废纸等 

交割库分布：华东、华中、东北地区 

环嘉集团以回收资源、保护环境为己任。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建立

起全国性再生资源交易平台，成为网络化、产业化的大型现代化企业。

环嘉集团愿为大连，节能减排示范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于日立关于日立关于日立关于日立 

日 立 集 团 是 全 球 领 先 的 电 子 电 气 企 业 ， 总 部

(TSE:6501/NYSE:HIT)设在东京，在世界各地拥有员工约 360,000 人，

2009 年度（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营业额达到 89,685

亿日元（约 964 亿美元）。日立集团致力于发展“社会创新事业”，

其中包括信息通信系统、电力系统、产业·交通·城市开发系统以及

为上述领域提供支持的高性能材料、核心设备等。 

中国是日立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截至 2010 年 3 月底，日立在

中国已拥有 134 家集团企业，正式员工 53,000 余人。2009 年度（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日立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

到 9,916 亿日元（约合 107 亿美元），占日立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

11.1%。日立在中国的事业领域广泛，包括信息通信系统、电力系统、

社会/产业系统、电子装置系统等。日立希望为中国的资源循环和低

碳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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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咨询媒体咨询媒体咨询媒体咨询】 

 

<大连大连大连大连市市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周柏东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 1 号  116012 

电话：0411-83671136 

E-mail：dl83671136@163.com 
 

<大连大连大连大连东达集团有限公司东达集团有限公司东达集团有限公司东达集团有限公司> 

尹飞菲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仲夏路 2 号  116013 

电话：0411-82413960 

E-mail：feifeiliaoning@163.com 
 

<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环嘉集团有限公司> 

覃虹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棋盘村    116000 

电话：0411-86430102 

E-mail：dlhuanjia@163.com 
 

<日立日立日立日立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 张晨音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北京发展大厦 18 层    100004 

电话：010-65399136（直拨） 

E-mail：cyzhang@hitachi.cn 
 

普乐普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庞婧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西 1（W1）办公楼 902

室   100738 

电话：010－85185208-47 

E-mail：pj@prap.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