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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总结

在Krefelder地区的机械设备制造公司Siepelkamp

向全球供应经济型施胶器，（无甲醛）节能型MDF-调

施胶系统，配用在木制产品综合加工设备上。 

7

大型  
供应商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环境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大型供应商。

36.8万
就业人口，或每20人中就有1名。 2016年的就业人口：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

环境经济上的就业人数超出其他的联邦州。

增长幅度
环境经济的就业人口量每年增长1.6%。 （2010-2016）它比德国其他核心产业

如机械制造、化工行业、金属和电子业等发展都要迅猛。

69%
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产品出口到欧盟 (2016)。

 德国范围的19%和世界范围2%的环境经济专利申报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2014）。

环境经济创造
了277亿欧元

的价值，超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税前总产值的6%（2015）。

40%
的出口率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前提是不包括地方产生的建筑

和服务业的产值 (2015)。

43%
的就业率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下的服务业。 在工业和手工业领域

的就业人数都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16）。

104亿欧元的
的出口量来自环境经济，它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出口总额的5.8%(2016)。



1.1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环境经济
环境经济包括所有提供环保型产品的企业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服务企业。作为

综合产业，它的支脉深入众多的核心行业，如机械制造业或电子业；在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的经济发展中它占有核心地位。 

2016年，本联邦州在环境经济领域的在职人员就已达
36.8万人。 占总就业人口的5.1％，相比其他核心行业，它在本
州内占比最高。 其营业额达663亿欧元占本州税前总产值的
6.2 %， 由此将自己跻身于经济构架中具有重大综合意义的组
成部分之一。 

其重点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森林经济延伸到传统领域如：
污水和垃圾的处理，以及降噪和保护技术，并进一步深入到环
保型机动车和可再生能源。

环境经济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背景，从环境变迁到都市化
进程，从资源有效利用到减少燃碳量，面对这些挑战，它将新的
理念融入创新技术以及高端服务。 对于已经定型的核心产业
如：机械制造或电子业，环境经济早已融入其中，因为职能机制
和创新机制已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紧密结合。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作为德国境内环境经济型产品和服
务的最大提供方，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效益纳入发展视野。 销售
额平均年增长为1％（2010–2015），税前总产值平均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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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就业人数、销售额和税前总产值，涉及2010至2015/16的分级市场产生的平均增长率（年％，灰色）

引自： 2017年联邦工作局、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信息与技术计算预测

就职人员

7,000

9,000
22,000

33,000

52,000

60,000

69,000

82,000

8,000

10,000
22,000

37,000

53,000

66,000

81,000

90,000

+ 2.3%

+ 0.3%

+ 1.6%

+ 1.6%

+ 0.3%

+ 2.8%

+ 1.9%

+ 1.4%

2010 2016 2010 2015

营业额（百万欧元）

935

1,487
3,788

5,670

9,516

9,867

10,495

21,295

1,193

1,941
4,110

5,247

12,677

10,641

8,400

22,097

+ 5.0%

+ 5.9%

+ 5.5%

+ 1.5%

+ 1.6%

– 4.4%

– 1.5%

+ 0.7%

2010 2015

税前总产值（百万欧元）

315

603
1,461

2,855

3,616

3,433

3,607

7,593

380

740
1,604

3,041

4,066

4,289

4,614

8,990

+ 3.8%

+ 2.4%

+ 4.2%

+ 4.6%

+ 1.9%

+ 5.0%

+ 1.3%

+ 3.4%

368,000

334,000
63,100 23,500

66,300

27,700+ 1.6%

+ 1.0%

+ 3.4%

EEF  高效能源和节能 MMR  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经济MST  降噪和 保护技术 NHF  可持续性伐木和森林经济 ETS  环保能源转型、输送和储存

ULA  环保农业 UMO  环保机动车 WAS  



为3.4％（2010–2015）显示了积极的发展趋势（图 1)。 同时，
本联邦州的创新成就给德国的环境经济也带来了影响： 全球
2％、全德国19%的环境经济领域专利新发明来自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的企业。 

2010至2016年间，在职人数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
经济中有所增长 ， 从3.4万人增加到36.8万人。 环境经济的就
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本州的其他核心产业。 自2010年起，就业
人口以1.6%的年均增长率略微高出化工行业（年+1.5%），远
远高出金属工业（年-0.1%）。 相比机械制造业（年+0.8%）、汽
车制造业和电子业（分别为年+1%），环境经济被公认为发展的
驱动力。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三个行业中10–11%的在职人员
在环境经济领域工作。

工业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的四分之一（图 2）。 
近五分之二（43%）就职于服务业。 此外，手工业的角色也不可
小视。 他们主导了三分之一的环境经济在职人员。

环境经济的综合领域

环境经济并未按照经济分支和产品类别进行官方行业
分类。 为了能看到其经济效益，需要划分边界。 2015年，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第一份环境经济报告首次设立了基本的
边界模式。 

这里启用了Pro g n o s  AG公司所研发的划界模式
envigos工具，给本报告的参数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由此，既
能将有活力、发展快的综合性行业，也能将与本州环境经济中
（见板块页面页面  20）的特殊领域概括进去。 特别是加
入了环境经济的两个产品分级市场。 下面是直接对比本州环
境经济的以往数据时做出的评估。  

图 2: 2016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联邦德国，按照环境经济的结构、就业人数和行业分段

引自： 2017年联邦工作局、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信息与技术计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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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环境经济的产品分级市场

引自： 2017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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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环境经济所涉及的产品分级市场、市场份额和技术领域

产品分级市场 市场份额 技术领域

ETS

可再生能源 咨询和研究
生物能源
地热能
太阳能
水利
风能

智能能源系统和电网 能源系统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
电网扩建和运行
电网技术

储存技术 电化学能源储存
力学能源储存
地热能源储存

EEF

高效能源建筑物 建设和安装服务
保温材料
房屋技术

高效节能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废暖利用
压力空气和泵的系统
安装和咨询服务
过程控制和仪表与控制工程

MMR

垃圾处理和回收 垃圾清除
循环能量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

垃圾收集和运输 垃圾收集和运输
清理街道

高效材料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安装、维修和咨询服务
高效材料应用过程技术
仪表与控制工程

持续生长的原材料和环保材料 来自可再生原料制成的美容和清洁用品
来自可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

用于垃圾经济的技术 设备技术
机动车技术
收集和运输用的储存罐
其他

UMO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基础建设 环保型交通基础建设
交通管理

环保物流和机动车服务业 公共出行方式和共享系统
环保物流

环保汽车和驱动技术 环保型汽车
驱动技术
机动车技术

WAS

监控和分析程序，水利和废水管理 水利经济4.0 (测量、分析、控制、调节)

水利和废水基础建设 水利和废水网络
水资源利用、调整和污水治理 污水治理

水资源利用和调整

MST

土壤保护技术和净化 土壤净化
土壤保护技术

降低噪音和空气清洁技术 废气回收系统
过滤技术和催化装置
建筑物中的降噪设施
测量技术和服务
公路交通的降噪设施

NHF

木制加工和木制材料 木制材料
锯木工业

可持续林业经济 林业经济
可持续的木制建材 木制建材

ULA

农业领域的环保型技术 绿色农业技术
新农业形式
环保型畜牧业技术

生态农业和区域农业 生态农业和区域农业

引自： 2017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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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的创新成果 
2014年，全德国19%涉及环境经济的专利申报来自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 本州与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一并
属于德国最强的三大专利创新基地。 产品分级市场：材料领域，
高效材料和原料经济是本州最强的创新驱动之一。 仅这方面的
专利就占四分之一。 同样，专利申报踊跃的三个产品分级市场
为：环保型机动车，水利经济（分别占17%）以及高效和节能领
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占14%）。

相比全球范围的情况，德国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环境
经济方面的专利申报超常踊跃。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环境
经济方面的专利申报占全球的2%（2014年）。 全球在环境经
济领域有近11%的专利来自德国（2014年，图 5），比例超过德
国在整个经济领域申报的专利的2.5%。 单从专利申报的情况
来看，德国是欧洲范围内的环境经济领域最具创新力的所在地。 
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环境经济有效地证明了它属于
德国突出的创新领域之一。 国际上在研究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 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来自美国和日本两个高技术型国家。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创新题材丰富多样，使企业当中
研发精神蔚然成风。 除了产品分级市场的孤岛型创新，横向综
合的题材贯穿整个经济领域。 本报告中收录的大数据分析显示
数字化是最有效的创新驱动力。 精益农业、智能电网、能量建筑
物、垃圾清理的数字化物流、以及城市机动车管理、水利4.0、测
量器联网亦或虚拟森林 － 在多个层级的产品分级市场上，都
打上了数字创新的烙印。 当它们与数字技术连接后，其创新题
材在系统服务方面显示出的效果更为强大。 将新知识与整体客
户专业解决方案相结合， 其重要性显示在： 除了技术以外，信
息和通讯技术领域（IKT）的新成员也加入进来了。 

大数据分析显示新兴和智能材料构成进深的综合性创新
题材。 智能材料的性能、生物来源、循环能力及其主导地位都十
分重要。 此外，高效能源也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分别主导着不同
的产品分级市场。 拿水泵作为一个例子，它除了优化水利经济，
降低能耗，还体现了不同凡响的创新特色。

图 5: 2014年德国联邦州在全球环境经济领域申报的专利占比 

引自： 2017年欧洲专利局的计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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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经济的国际市场
出口业务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因着长期以来的缺乏产生的全球性需求，比如在保护技
术领域；另一方面，巨大的创新力度主宰着发展的强度，比如在
电动车领域。 对此, 本州有着多方面显示增长势头。 环境经济
产品享有一个近5500亿欧元的世界市场。 回顾以往15年，相
比世界市场的其他产品，环境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显示在： 单看
千禧年后的十年间，环境经济全球出口量就翻了一倍。 2000

至2015年间，全球环境经济产品的出口量平均增加6%，而其
他产品只达到了年增长4.9%左右。 

如果仅仅考量可出口的环境经济产品的产值，而忽略建设
业和服务业的话， 那么本州的环境经济出口率为40%。 如果
加上建设业和服务业，那么环境经济的出口率将占15.5%。 在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二次原材料、铁路机车和水利基础设施
均属于环境经济中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2016年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的环境经济出口量达104亿欧元，达全德国总量的5.8%

（图 6）。

整体来看，本州的环境经济出口量从2010至2016年增
长了1.5%，与本州的整体经济出口量的增加幅度相近（年
+1.9%）。 德国环境经济的出口总量在同期以每年2.7%的速
度增长，略微胜出，但远远落后于德国总经济的增长率，年4%。

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奥地利这五个国家属于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出口环境经济最重要的欧盟国家。 目前，本州
69%的环境经济产量出口到欧盟。 在与西边的邻国荷兰（居首
位）和比利时（第三位）进行贸易中，分级市场的产品：材料、高

效材料和资源经济作为主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物料回收技术
（图 7）。 出口英国的发展趋势非常乐观，从2010年至2016年
平均每年增长18.8%。 由此，英国晋升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在环境经济领域第二重要的销售市场。 特别在环保机动车这个
产品分级市场上，从2010年至2016年出口英国的总量翻了十
倍之多。 在这个背景下，脱欧后的商业谈判对于本州的环境经
济来说尤为重要。 

涉及环境经济，本州的企业在欧盟以外最重要的产品销售
市场就是中国和美国。 随着出口中国的情况在近几年中保持高
水平的稳定状态（年+0.6%），美国作为出口国其地位变得举足
轻重了（年+3.9%）。 

在2010年至2015年间，美国进口环境经济产品量明显增
加，平均达每年11%。美国2015年的进口量为740亿欧元，成
为国际上环境经济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图 8）。 紧接其后是中
国，进口量为590亿欧元。 排第三位的是联邦德国，进口量为
420亿欧元。 此外，进口环境经济产品发展迅猛的国家恰恰是
那些新兴国家如：墨西哥、印度（2010年至2015年期间达每年
+12%至+13%），以及欧盟成员国波兰（+12%）。 

0 1.0 3.0 5.0 7.0 9.00.5 2.5 4.5 6.5 8.51.5 3.5 5.5 7.5 9.5 10.0 10.5 11.0 11.52.0 4.0 6.0 8.0

图 6: 2010至2016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根据产品分级市场的出口量 (十亿欧元为单位)，以及同期的发展（灰色） 

引自： 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计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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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2017年世界商贸模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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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经济的产品分级市场
环境经济产品由八个产品分级市场组成，它们包括不同技

术领域下分的23个市场份额。 下面我们按照产品分级市场对
核心结果进行分析。 

产品分级市场如 环保型能源转换、输送及储存，演变为数
字化智库和能源转型工厂。 2011年第五大产品分级市场的利
润突破100亿欧元，由此超过了高效能源和节能这第二大能源
分级市场。 环保能源转型、输送和储存领域的产品分级市场，其
年增长率在2010至2015年间达到了5.9%，每年的总利润增
长量达127亿欧元。 从2010年起，每年就业人口增长1.9%，到
2016年增长量达3.7万人。 可再生能源这个市场份额演变为核
心力量，就业总人数达3万人。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作为能源
和工业联邦大州，在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研发和部件生产上，显
示了其高度的创新能力。 

重要的创新突破显示在：风机的旋转叶片或优化过的驱动
电机方面。 在光伏技术上，智能交流器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题材。 
数字化技术引用智能计量、负荷管理和虚拟电厂等手段，改变
了能源系统和电网。 Power-to-X（能源互换）和电池储能在分
段连接储能技术中起了重要作用。 

可再生能源这个市场份额, 成为出口的驱动引擎，其最重
要的出口国就是中国（2016年达61百万欧元）。 紧接其后的是
法国，出口量为4千万欧元，美国的出口量还有增长潜力，为32

百万欧元，位居第5。 在该产品分级市场上可观察到出口率的
趋势，下降从8.1%下降到4.5%。 同期，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下降
到0.8%。

在环保型能源转型、输送和储存方面，这个产品分级市场
以销售额（2015年47亿欧元）和就业人数（2016年10700人）
排名，最重要的地区非鲁尔区莫属。 以专业细分的程度看，亚琛
地区的本地化系数为1.4。 贝尔吉施城市三角地和杜塞尔多夫
分属营业额最强的产品分级市场。

高效能源和节能这个产品分级市场的就业人数自2010年
增加了6千（年+1.6%），拥有6.6万在职人员（2016年），占8个
产品分级市场中的第三位。 同时也是手工业行业参与最强的
分级市场： 在高效能源建筑物这个产品分级市场中，60%为手
工业者。 在该市场分段中有3.5千新增就业人员，绝对增长量在
所有分级市场中达到第三位。 第二位新增就业人数的分段市
场为能源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手工业者占比相对较小（每年
2.4相对1.3%）。 以其高额的税前总产值43亿欧元（2015年），
该产品分级市场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第三位。 从2010至
2015年销售额分别年增长了1.5%，达106亿欧元，同期的税前
总产值以年4.6%的比例增长。 

该产品分级市场上的专利申请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
环境经济中占14%。 创新的聚焦点不仅涉及具体的产品和服
务，还包括跨领域的综合节能方案如：智能建筑物。 它将多种技
术融合， 同时，多个创新题材受益于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对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工业企业来说，工业4.0和能源综合式
智能计量这样的创新题材意义十分重大。 

2010至2016年间，产品分级市场的出口量年增长3.6%。 
根据出口量可分成两类重点销售国：销售额为1.68和1.21亿欧
元的荷兰和法国，以及年销售额处于7千8百万到9千4百万欧
元之间的奥地利、美国、中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2015年）。

从区域上看，明斯特地区（7千3百在职人员，1.162百万营
业额），科隆/波恩（1万1千5百在职人员，1.845百万欧元的营业
额）以及鲁尔区（1万6千7百在职人员，2.751百万营业额），它们
属于最出色的工业区。 明斯特地区（1.21），亚琛地区（1.18）和
西南法伦区都显示出高度的专业细分化。 

产品分级市场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在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的多个层面上都占主导地位。 2015年，该产品分级市场
以221亿欧元的最高营业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税前总产
值达90亿欧元。 从就业人数及税前总产值来看，在职人员为9

万，产品分级市场排名为第二： 环保型机动车。 年1.4%的增长
率看上去并不太高。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垃圾收集和运输及高
效材料加工工艺和技术这两个市场份额，就业人口从2.2%增
长到3.1%（2010–2016）。

从创新成果看，该产品分级市场的专利申报占了本州环境
经济的近四分之一（2014年为23%）。 对比传统的废物回收，
本州的企业启用创新材料这个崭新的起点。 循环经济实现了材
料在闭合的循环圈内反复得到使用，这个技术越来越受到的重
视。 鲁尔工业区将这个循环经济课题纳入创新重点。 在回收方
面，创新的重点落在分拣技术上。 企业研发了将复合材料、轻型
建筑材料和可再生能源所需的部件如：光伏板等，进行回收的
新型处理方法。 此外，创新材料、原料和表层材料都得到该领域
内企业的高度重视。 如有机材料和复合材料，将它们的多功能
性和“同步思考”的特性纳入了视野。

2010到2016年间，该分级市场的出口量遇到很大波动。 
世界市场的占比降低了0.3个百分点，降到2.5%，出口率从
16.5%降到15.0%。 原因是： 通过材料回收利用获取的二次原
材料如：铁、钢和铜，它们虽然在市场上的出口需求量很大，特
别是销往荷兰和比利时（2016年为4.88亿和4.90亿欧元），但
销售价格紧紧挂靠国际原料市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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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工业区（2016年为2.79万就业人口，营业额2015年
为95亿欧元），科隆地区（2016年为1.18万就业人口，营业额
2015年为33亿欧元），东威斯特法伦-黎坡（2016年为1.03万
就业人口，营业额2015年为14亿欧元），莱茵低地区（2016年
为1.02万就业人口，营业额2015年为30亿欧元）都属于该分级
市场中的重要所在地。

环保型机动车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中作为
重点项目发展迅猛。 从2010到2016年，就业人口从1.2万（年
+2.8%）增长到8.1万。 增长的大部分是针对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和基础建设的市场份额，这当中就业人口数量从5千人增长
到1.2万（2010–2016，年+11%），几乎增长了一倍。 环保物流
和机动车服务业 这个市场份额同样增长了5千人，就业人口达
5.7万（2010–2016间，年+1.6%），从而达到了环境经济中就
业人口最大的市场。

该产品分级市场以税前总产值46亿欧元（2015年）位居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第二位。 环保物流和机动车服务业这
个市场的意义特殊（税前总产值为29亿欧元，销售额为43亿欧
元）。 在此，公共出行方式占主导地位。  

电动汽车、综合性（联合运输）移动和物流系统，如：电动运
输车或创新型移动APP，它们充分证明了其特殊的创新驱动
力。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中，该分级市场中有
17%的专利申报。 企业和研究机构联手开发电池技术，在车轮
就近处和车轮中心处进行新型发动机配置，进行模块式驱动
链，以及燃料电池和氢技术。 其中一些创新集中在使用的电动
供货车，给终端客户提供最后几公里所需的物流和配货服务。 
综合性的创新题材涉及机动车和物流的数字解决方案（智能移
动），以及无CO2排放的供货链。

从2010年起年出口率为6.4%，到2016年增长达到20.2

亿欧元的出口量，它成为本州出口最强进的分级市场。 铁路机
车出口增长十分可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英国的单一大型
委托项目。 出口量从2010到2016年增长了7.3%，比德国本国
的总增长率高出了一倍（年+3%）。 该分级市场的世界占比为
1.1%，出口率为20.1%。 

最重要的所在地为贝尔吉施城市三角地（3.4千就业人口，
88百万营业额），鲁尔工业区（2.84万就业人口，33.51亿营业
额）和科隆/波恩地区（1.72万就业人口，19.57亿营业额）。

就业人口数量在水利经济方面增长较慢，（从2010–2016

年，年+0.3%）保持了较高的稳定发展（2016： 5.3万就业人
口）。 税前总产值在2010至2016年间年增长了2.4%。年营
业额降低了1.5个百分点，达52亿欧元（2015年）。其首要原因
在于，对水资源利用、调整和污水治理的市场销售额回落（年-

8.4%）。 

水利经济领域的创新显示在现代污水处理过程中第四个
清洁步骤：回收磷或称臭氧化。 超前的薄膜和纳米技术或超级
过滤都是意义重大。 水利经济中创新的四分之一涉及到将改善
能源和资源利用率，如：对水泵的更新。 该分级市场在环境经济
专利申请中的占比为17%。

从2010至2015年，世界市场的占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
降低到3.2%；同期内出口率增长了7.4个百分点，达25.5%。 出
口集中在欧盟国家如：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和英国；欧盟外的
国家为土耳其、美国和俄罗斯。 来自水利和废水设施这部分市
场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奥地利，出口美国、土耳其和中国的产
品主要来自水资源利用、调整和污水治理。

按照专业化的细分度考量，水利经济的重要地域为鲁尔
工业区达1.23（1.66万就业人口，14.45亿欧元的营业额），
明斯特地区达1.15（5.7千就业人口，5.82亿欧元的营业额），
科隆/波恩地区按照就业人口算位居第2（9.8千就业人口， 

8.7亿欧元的营业额）。

按照营业额（年+5.5%，2010–2015年增长额度达19亿
欧元）和税前总产值（年+4.2%）计算，分级市场降耗和保护技
术达到了最好的整体结果： 作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单一的
产品分级市场，环境经济在2010至2015年间显示了无间断的
持续增长趋势。 土壤保护技术与恢复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增长
幅度很大，每年达12%，这在本州环境经济的所有市场份额中
达最大增长率。 在所有的产品分级市场中，就业人口年增长了
1.6%，2016年达1万人。 

环境经济中专利申报的占比在这个分级市场上为5%。 降
低噪音和空气清洁技术领域的新型解决方案同样主导着创新
事件。 令人瞩目的发展包括由玻璃和纳米纤维制成的新型滤
芯，或称金属编织滤芯。 数字化及高效能源成为换气技术新发
展的重要因素。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企业在土壤恢复方面
使用创新测量技术（LIF和EC探测器）提高了土壤分析的精准
度，改善了操作可行性。 

年出口量增长幅度巨大，达5.2% ，不过世界市场在此间份
额降低了2.6%。以31.4%的出口占比，它依旧在产品分级市场
占首位，略超出环保农业。 降低噪音和空气清洁技术市场份额
明确引领出口贸易的方向。 作为降噪和保护技术方面的工业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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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史以来就具备很强的能力，对此进
行扩展。 目前，本州在该领域大部分产品出口到土耳其。 出口
量达54百万欧元，超过了发往美国（39百万）和中国（41百万）
的出口量。 在欧盟国家中，西欧国家荷兰（41百万）、法国（34

百万）和英国（34百万）组成一个先锋阵营。 

降噪和保护技术最主要落脚于鲁尔工业区，就业人口达3

千（2016），营业额达4.74亿欧元（2015），还有科隆/波恩地区
（2.3千就业人口，4.44亿欧元）。 按照销售额排名，西威斯特
法伦处于第三位，仅600就业人口（2016），就达到了2.59亿欧
元的销售额（2015）。

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的可 持 续 性 伐 木 和 森 林 经 济
产品分级市场上着眼于使用硬木和软木材做新型建材
和物料。 木材的材料特性突出，有着多种功用。 特别是
在莱茵低地、东威斯特法伦－黎坡和明斯特地区的企业
用新的方法加工天然材料。 举例来说，这里涉及到硬木
和硬木混合产品，木质复合材料以及木质的生物建材和
保温材料。 数字化的林业管理优化了对森林持续采伐。  
该产品分级市场的就业人口年增长为0.3%，2010年就已达到
了近2.2万就业人数。 可持续林业经济的市场份额即便是最小
的，以3.5千就业人数在2010年也达到年就业率增长2.7%。 该
分级市场的税前总产值年增长为1.9%。 （2010–2015）达16

亿欧元。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该分级市场的专利申报占环境经
济的11%，属创新活跃的地区，占德国专利申报的7%。 出口率
保持稳定，约为19%。 最重要的购买国为荷兰。 

根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林区分布，分级市场着眼于它的
三个主要地域：明斯特地区、南威斯特法伦和东威斯特法伦－
黎坡，就业人口(2016年)分别为4.4千、6千和6.3千。 

环保农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为最小的分级市场，但
依旧引入了数字化农业技术。 该分级市场总体显示了高度增长
率。 就业人口从2010至2016年增长了2.3%，达8千人。 营业额
每年增长5%（2010–2015），显示了极好的发展趋势。 两个市
场份额农业环保技术及环保区域农业能够以同等的强度发展。 

与德国其他地区相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创新能力超过
平均水平。 全德国在该分级市场的专利申报20%来自于这里。 
这些创新大部分以数字化转型为基础。 这里涉及多种传感器辅
助的技术，实现了按量施肥。 除了技术课题之外，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的农户还积极引入有机种植。 

分级市场的出口率增长了30.8%，落后于降噪和保护技
术这部分市场仅0.6%。 荷兰和法国是该领域最重要的购买国
（2016年出口额达85百万和49百万），波兰和比利时紧追其
后排名第三和第四（2016年为26百万和24百万）。

与可持续林业经济相类似，其分级市场主要集中在特定地
区： 科隆/波恩地区的就业人口为1千人（2016），销售额为84

百万欧元（2015），明斯特地区（就业人口1.2千，销售额3.08亿
欧元），东威斯特法伦－黎坡（就业人口1.3千，销售额3.54亿欧
元）以及莱茵低地（就业人口1.4千，销售额1.4亿欧元）。 明斯特
地区的分级市场明显高出人均产值，东威斯特法伦－黎坡受益
于两个地区的技术强项：绿色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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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地区的环境经济
贝尔吉施城市三角地的就业人口为1.02万（2016），销售

额达8亿欧元（2015），占地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
最小。 在分级市场环保型机动车方面的就业人口（2016）为
33%，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分级市场能达到如此主导的
地位。 主要销售额落在：环保型能源转型、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
这几个分级市场（在整个环境经济8.19亿的总产值中分别达到
了1.93亿和1.91亿）。 在分级市场：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
方面，该地区拥有极强的技术水平，比如：材料表层技术。 

鲁尔工业区其总就业人数为10.6万，属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最大的环境经济，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就职于该领域
（29%）。 本地区创造的经济产值为227亿欧元（2015），几乎
占本州环境经济的三分之一。 在集中的地域，环保型机动车的
分级市场显示其强大的就业规模，超过2.8万人。 与材料、高效
材料和资源管理这个分级市场的规模类似。 本地区突出的创新
能力还显示在材料、能源系统和电动机动车等方面。 

从2010年起，明斯特地区的环境经济中，就业呈上升趋
势，达年增长2.1%，达到3.31万人（2016）。 该地区的经济面向
很广。 该地区的八个分级市场中的六个就业人口超过3千，其
他两个也很不错。 创新能力表现在能源储存研究和风能领域。 
垃圾经济技术的市场达到了高度专业化。 众多在环保型材料 - 

涉及可再生原材料或技术编织物方面领先的研究机构和企业都
落脚在明斯特地区。 本地区在环保型农业方面显示高度的专业
化水平。 特别是在绿色农业技术领域，蕴育出了精准农耕体系。

在莱茵低地，3.15万人就职在环境经济领域。 三分之一的
人口就职于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这个分级市场，占本地
区环境经济总产值的近54%（2015年为56亿欧元中的31亿）。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中的出口冠军为莱茵低地，铁路机车是
它的强项。 在环保型机动车的综合分级市场中，2010至2016

年间的就业人口增长了7.9%，破了本州的纪录。 本地区又一个
明确的重点落在环保农业这个分级市场。

东威斯特法伦－黎坡4.42万人员（2016）就职于环境经
济，属于第三大环境经济所在地。 和明斯特地区类似，企业分布
在所有分级市场，其中有六个很强。 本地区涉及高效能源和节
能领域的分级市场，如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等均显示出
高强的能力。 在本地区约有7.7千至1.03万人员（2016）就职于
最大的环境经济分级市场，总产值为30亿欧元（2015）。 东威
斯特法伦－黎坡在工业4.0和精益农业方面拥有非同一般的技
术能力。 

亚 琛 地 区的工作重心落在这两种以能源为导向
的分级市场加上环保型机动车。 高效能源和节能以及
环保能源转型、输送和储存，其产品分级市场加起来 

的就业人数约占地区环境经济的35%，产值45%（2.35万就业
人口中占8.1千，28亿产值中占12亿欧元）。 在智能能源系统和
电网市场份额中，从2010至2016年，在职人数年增长了7%，这
与本区域分布广泛的研究机构相关。 环保型机动车的分级市场
不断增长，这证明了从亚琛工大衍生出的新型技术企业是一成
功模式，新型技术企业同时演变成为意义重大的产品分级市场。

杜塞尔多夫地区环境经济就业人数为2.25万人（2016），
排名本区域的第8位。销售额为66亿欧元（2015）相对较高。 它
在环保能源转型、输送和储存这个分级市场到达了本地区的最
高销售额， 为30亿欧元。 将超常的专利密度、以及信息与通讯
技术专长相结合，它们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为人瞩目的
亮点。 关于在环保机动车和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市场的
就业人数，它们的占比为26%和25%。 

风机设备上用于螺栓旋拧的工具是PLARAD公司的专业强项（瓦格纳机械设备

有限合资公司），来自莱茵西格县的牧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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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隆/波恩地区，就业人口近6.2万人（2016），是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经济的第二大区域。 经济成功的区域在
综合领域的增长为年2.4%。 （2010–2016）。 大型产品分级市
场为环保型机动车，其就业人数为1.72万（2016）。 产品分级市
场的最高产值体现在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管理领域（2015为
年33亿欧元）。 本区域丰富的创新环境塑造了智能交通管理体
系和基础建设个市场，在降噪和保护技术这个分级市场上，环
保材料被用于资源经济和过滤新技术。

在南威斯特法伦环境经济领域，就业人口占9.6%。 本地
区就业人口总数为3.53万，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排名第一。 
材料、高效材料和资源经济这个产品分级市场主导南威斯特
法伦，占区域环境经济就业人口的28%，销售额为14亿欧元。  
它显示在用于节能建筑物、垃圾清理车和分拣方面的先进之
处。 可持续林业经济市场在就业人数上显示出巨大的增长率
（+3.2%）。

从初创公司到代工工厂： 2010年在亚琛工大成立的电动小型货车制造公司，在2017年已经销售了4.45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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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战略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环境经济报告为本州环境经济战略
的核心基石。 根据详细的数据信息，本报告包括了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的综合行业的状况、机遇和前景；同时提供了关于环
境经济发展脉络的实际情况。 

环境经济，即便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但依旧还是一个在
成长中的行业。 企业中至今为止还未形成一个与环境经济有同
等分量的行业辨别标尺。 因此，从跨学科合作到协同地对外贸
易到形成自己的初创文化，产生协同效应的过程还有很大的释
放空间： 给那些在环境经济上富有潜力的企业以支持，释放他
们的潜能，将环境经济作为核心增长因素，奠定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 

为此，我们已经踏入了征程：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2015

年的环境经济报告对本地环境经济的功效和潜力首次进行了
分析和推动，并识别出强化环境经济所需的行动计划。 在此基
础上，2015至2016年间，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
重要地点举办了新经济和新营地讨论会。 来自地方和区域的近
八百名经济人士参与了磋商和分组讨论，去发掘环境经济中地
方产品分级市场还有哪些前景、商机和障碍。 

2017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制定的环境经济总体规划
以第一个环境经济报告为基础，在其五大行动计划中加入了磋
商会谈的结果，融入了近百个具体措施、想法和建议。五大行动
计划包括推进创新、开发市场和国际化、咨询和联网、专业技
工、以及框架条件和标准化。 其中，核心挖掘行业结构潜力，特
别是环境经济的产品分级市场中的优势。

这个过程中将建立本州的环境经济职能网络（KNUW） 
纳入2017年的工作内容。 其任务在于，把环境经济中涉及
的推进创新、开发国际市场、建立网络以及加强沟通等工作，
通过适当调整措施向外进一步推广；同时作为网络主持人 

代表企业、研究机构、协会和经济促进会。

2017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环境经济报告是新的征程上
的又一个里程碑。 本报告详尽地提供了自2010年以来，对本州
环境经济的观测结果；它的重点在于创新和国际化，以及对它
们潜力的挖掘。

介绍本州总体规划中近百个环境经济方面的措施，2017年2月于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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