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和环保相生关系构造经济和环保相生关系构造经济和环保相生关系构造经济和环保相生关系构造

开发推广亲环保清洁能源开发推广亲环保清洁能源开发推广亲环保清洁能源开发推广亲环保清洁能源

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

经济和环保经济和环保经济和环保经济和环保
调和调和调和调和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挥桥梁作用发挥桥梁作用发挥桥梁作用发挥桥梁作用

4444大江大江大江大江整顿整顿整顿整顿事业及可持续国土管理事业及可持续国土管理事业及可持续国土管理事业及可持续国土管理

绿色交通物流系统绿色交通物流系统绿色交通物流系统绿色交通物流系统构造构造构造构造

扩散绿色消费及绿色生活扩散绿色消费及绿色生活扩散绿色消费及绿色生活扩散绿色消费及绿色生活

全球性全球性全球性全球性
环保合作环保合作环保合作环保合作

绿色绿色绿色绿色
生活革命生活革命生活革命生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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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到到到2050205020502050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到到到到2050205020502050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年进入世界五大绿色发达国家

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
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

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气候变化对应及
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

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
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

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发掘未来
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新成长动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力产业

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

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及国家地位

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 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
绿色国土绿色国土绿色国土绿色国土及及及及

绿色运输绿色运输绿色运输绿色运输

1 4 8

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

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能源自立

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

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开发绿色技术

扶植绿色产业扶植绿色产业扶植绿色产业扶植绿色产业

鼓励绿色经济鼓励绿色经济鼓励绿色经济鼓励绿色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

绿色运输绿色运输绿色运输绿色运输

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消费全球化绿色消费全球化绿色消费全球化绿色消费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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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发重点开发重点开发重点开发10101010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重点开发重点开发重点开发重点开发10101010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大环保技术

1. 智能上下水管理技术

2. 无污染、低污染汽车技术

3. 气候变化适应技术

4. 土壤∙地下水净化技术

1. 智能上下水管理技术

2. 无污染、低污染汽车技术

3. 气候变化适应技术

4. 土壤∙地下水净化技术

重点扶植重点扶植重点扶植重点扶植10101010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重点扶植重点扶植重点扶植重点扶植10101010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大环保产业

1. 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

2. 绿色汽车绿色汽车绿色汽车绿色汽车

3. 碳市场碳市场碳市场碳市场

4. 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

1. 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

2. 绿色汽车绿色汽车绿色汽车绿色汽车

3. 碳市场碳市场碳市场碳市场

4. 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

● 环境部政策目标环境部政策目标环境部政策目标环境部政策目标 : 环保产业销售额环保产业销售额环保产业销售额环保产业销售额 30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2008) → 70兆美元兆美元兆美元兆美元(2013)

4. 土壤∙地下水净化技术

5. 生物资源修复∙管理技术

6. 环境保健有害性低减技术

7. 废资源再利用、能源回收技术

8. 环境融合(Nano, Bio, IT) 新技术

9. Non CO2 温室气体取代技术

10. 亲环境产品开发技术

4. 土壤∙地下水净化技术

5. 生物资源修复∙管理技术

6. 环境保健有害性低减技术

7. 废资源再利用、能源回收技术

8. 环境融合(Nano, Bio, IT) 新技术

9. Non CO2 温室气体取代技术

10. 亲环境产品开发技术

4. 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

5. 都市矿山都市矿山都市矿山都市矿山(Urban Mining)

6. 土壤修复土壤修复土壤修复土壤修复

7. 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

8. 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

9. 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

10. 环境咨询环境咨询环境咨询环境咨询

4. 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气象产业

5. 都市矿山都市矿山都市矿山都市矿山(Urban Mining)

6. 土壤修复土壤修复土壤修复土壤修复

7. 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生物资源产业

8. 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生态观光

9. 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

10. 环境咨询环境咨询环境咨询环境咨询

* * * * 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 绿色增长推进计划绿色增长推进计划绿色增长推进计划绿色增长推进计划(2009) (2009) (200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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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环保产业总销售额年环保产业总销售额年环保产业总销售额年环保产业总销售额 : 44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400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 ) ) 

● 2005-2009年年平均增长率年年平均增长率年年平均增长率年年平均增长率 : 16.6% 

● 环保企业大环保企业大环保企业大环保企业大约约约约30,000家家家家, , , , 环保工作环保工作环保工作环保工作者者者者185,000名名名名

40.0 

45.0 

40.8 
44.0 

(Trillion KRW)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GDP的的的的

4%

* * * * 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韩国环境部(2010) “(2010) “(2010) “(2010) “环境产业统计调查环境产业统计调查环境产业统计调查环境产业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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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环保产业海外出口韩国环保产业海外出口韩国环保产业海外出口韩国环保产业海外出口

ㆍㆍㆍㆍ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23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2005-2009 年均出口增长率年均出口增长率年均出口增长率年均出口增长率: 23.1%) 

ㆍㆍㆍㆍ出口领域出口领域出口领域出口领域 : 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 > > > > 大气管理设备大气管理设备大气管理设备大气管理设备 > > > > 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

ㆍㆍㆍㆍ出口国家出口国家出口国家出口国家：：：：以中东以中东以中东以中东、、、、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东南亚国家为主东南亚国家为主东南亚国家为主东南亚国家为主

(10(10(10(10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1,400 

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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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废弃物管理设备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①①①① 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水产业

�具有世界最高水平设计具有世界最高水平设计具有世界最高水平设计具有世界最高水平设计∙∙∙∙施工能力的大型建设公司有很多家施工能力的大型建设公司有很多家施工能力的大型建设公司有很多家施工能力的大型建设公司有很多家
�大规模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占首位大规模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占首位大规模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占首位大规模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占首位 (占有世界市场的占有世界市场的占有世界市场的占有世界市场的 50%)
� 膜膜膜膜(Membrane)深度深度深度深度处理技术的国产化及处理技术的国产化及处理技术的国产化及处理技术的国产化及 IT基础基础基础基础监测系统的开发监测系统的开发监测系统的开发监测系统的开发

Park-Type WW Plant Desalination Plant MBR Filtration

Color WW Plant Riverbank FiltrationTele-Mete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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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 废弃物管理废弃物管理废弃物管理废弃物管理

�卫生填埋场运行经验丰富卫生填埋场运行经验丰富卫生填埋场运行经验丰富卫生填埋场运行经验丰富,,,,运营技术优秀运营技术优秀运营技术优秀运营技术优秀（（（（首都圈填埋公社首都圈填埋公社首都圈填埋公社首都圈填埋公社））））

�最近在废弃物资源化最近在废弃物资源化最近在废弃物资源化最近在废弃物资源化及及及及能源化技术上有集中投资能源化技术上有集中投资能源化技术上有集中投资能源化技术上有集中投资 (LFG, RDF, Biomass 等等等等) 

�电子废弃物回收电子废弃物回收电子废弃物回收电子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构造完了再利用系统构造完了再利用系统构造完了再利用系统构造完了 ((((都市矿山产业有前途都市矿山产业有前途都市矿山产业有前途都市矿山产业有前途))))

Metropolitan Landfill Incineration + Power MBT Waste Separation

Refuse-Derived FuelLandfill Gas Power WEEE Recycl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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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③③ 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

� 在汽车减排管理技术上集中投资在汽车减排管理技术上集中投资在汽车减排管理技术上集中投资在汽车减排管理技术上集中投资–––– DPF, CNG 巴士巴士巴士巴士,,,,电车电车电车电车 等等等等

� 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发电站、、、、炼油厂炼油厂炼油厂炼油厂、、、、水泥厂等重工业方面脱硫水泥厂等重工业方面脱硫水泥厂等重工业方面脱硫水泥厂等重工业方面脱硫、、、、脱硝脱硝脱硝脱硝、、、、集尘技术优秀集尘技术优秀集尘技术优秀集尘技术优秀
� 大气质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大气质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大气质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大气质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Clean SYS) 构造结束构造结束构造结束构造结束

CNG Bus Fuel-Cell Dust Collector

DPF De-Sox Equippment Ai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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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④④ 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亲环境产品

� 环境标志制度的成功运营环境标志制度的成功运营环境标志制度的成功运营环境标志制度的成功运营 (7000多种产品被认证多种产品被认证多种产品被认证多种产品被认证)
� 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碳成绩标志认证产品的年销售额达碳成绩标志认证产品的年销售额达碳成绩标志认证产品的年销售额达碳成绩标志认证产品的年销售额达15151515兆韩元左右兆韩元左右兆韩元左右兆韩元左右
� 对亲环境产品的消费者对亲环境产品的消费者对亲环境产品的消费者对亲环境产品的消费者及及及及企业认识度急速上升企业认识度急速上升企业认识度急速上升企业认识度急速上升

No-Hazardous Living Eco-ShoppingEnergy-Saving

Bio-Plastic Products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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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 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绿色技术及绿色产业扶植

* * * *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法律依据法律依据: : : : 环境技术及环境产业支援法环境技术及环境产业支援法环境技术及环境产业支援法环境技术及环境产业支援法

■ 设立设立设立设立 : 2009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KIEST+KOECO)

* * * * KIEST : 韩国环境技术振兴院韩国环境技术振兴院韩国环境技术振兴院韩国环境技术振兴院

* * * * KOECO : 亲环境商品振兴院亲环境商品振兴院亲环境商品振兴院亲环境商品振兴院

■ 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主要业务

• 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R&DR&DR&DR&D事业运营事业运营事业运营事业运营

• 环境产业扶植及海外进出支援环境产业扶植及海外进出支援环境产业扶植及海外进出支援环境产业扶植及海外进出支援

• 亲环境产品生产及消费促进亲环境产品生产及消费促进亲环境产品生产及消费促进亲环境产品生产及消费促进

• 企业环保经营支援企业环保经营支援企业环保经营支援企业环保经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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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

* Researchers & Staffs : 250 (2012) 11



EcoEco--TechnopiaTechnopia 21 Program21 ProgramEcoEco--TechnopiaTechnopia 21 Program21 Program

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R&D投资支援投资支援投资支援投资支援

水处理水处理水处理水处理·大气大气大气大气·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

2001~201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2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R&D投资支援投资支援投资支援投资支援

水处理水处理水处理水处理·大气大气大气大气·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废弃物·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等

2001~201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2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 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环保技术研发 R&D支援事业支援事业支援事业支援事业

EcoEco--Innovation ProgramInnovation ProgramEcoEco--Innovation ProgramInnovation Program

6666个领域上个领域上个领域上个领域上Global TOP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

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

2011~202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2.1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6666个领域上个领域上个领域上个领域上Global TOP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

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环保技术先进化技术开发等

2011~202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2.1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2001~201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2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2001~201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2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2011~202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2.1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2011~2020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2.1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兆韩元

CleanClean--Up TechnologyUp TechnologyCleanClean--Up TechnologyUp Technology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

2008~2017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600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地下水净化修复技术

2008~2017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1600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

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

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世界前55555555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进入目标
Green Fusion TechnologyGreen Fusion TechnologyGreen Fusion TechnologyGreen Fusion Technology

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

NT, BT, IT 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

2009~2013投资投资投资投资460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

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环境保健等新技术开发

NT, BT, IT 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融合技术开发

2009~2013投资投资投资投资460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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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ECO-LABEL

KOREA

ECO-LABEL

NEW

EXCELLENT

TECHNOLOGY

NEW

EXCELLENT

TECHNOLOGY

KOREA
CARBON
LABEL

KOREA
CARBON
LABEL

■ 环保新技术环保新技术环保新技术环保新技术及及及及亲环境产品认证亲环境产品认证亲环境产品认证亲环境产品认证

通过运营对于亲环境产品∙

服务的环境标志认证制度
扩散绿色消费

通过运营对于亲环境产品∙

服务的环境标志认证制度
扩散绿色消费

通过运营环境新技术认证制度
增进新技术应用成果

通过运营环境新技术认证制度
增进新技术应用成果

运营碳量表示制度及
低碳制品认证

运营碳量表示制度及
低碳制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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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环保产业融资支持环保产业融资支持环保产业融资支持环保产业融资

环保产业扶植资金融资 (100亿韩元/年)

再利用产业扶植资金融资 (650亿韩元/年)

企业环境改善金融 (400亿韩元/年)

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

绿色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筹集(100亿韩元/年)

支持朝阳环保产业技术的事业化(20亿韩元/年)

■ 支持环保产业扶植支持环保产业扶植支持环保产业扶植支持环保产业扶植

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支持环保产业投资 支持朝阳环保产业技术的事业化(20亿韩元/年)

运营新增长绿色产业投资基金(2012年 500亿韩元)

培养环保产业培养环保产业培养环保产业培养环保产业

专门人才专门人才专门人才专门人才

废弃物能源化等研究生课程专才培养支援(380名/年)

以环保产业在职者为对象支持实务培训(100名/年)

以待业人力为对象进行雇佣联系环保培训课程(170名/年)

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的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的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的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的

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信息化

提供利用国家环保信息中心(KONETIC)的技术产业信息

支援利用环保贸易系统(Eco-Trade)的网上交易

运营环保产业信息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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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或地区单位环境改善基本规划

• 支持国家：越南(2007), 印尼(2008), 柬埔寨,阿塞拜疆(2009), 乌兹别克斯坦,

坦桑尼亚(2010), 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蒙古(2011), 智利,秘鲁,孟加拉国(2012)

• 支持海外环境项目建设及运行上的可行性调查• 支持海外环境项目建设及运行上的可行性调查

• 2007-2011年对29个国家的49个项目进行可行性调查

• 与无偿援助事业(ODA)联系 – EDCF借款供应

- 坦桑尼亚,越南等3个项目受承认

• 绿色产业政策交换研修课程 (中国 2010-2011)  

• 环保产业技术交流及洽谈 (中国，东盟等10多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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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符合解决世界各地环保问题的技术研发及韩国优秀技术的现场实证化

• 支持具有适应环保技术的韩国主管企业和海外伙伴单位间国际共同研发及事业化

• 支持2004-2011年 总共20个国家，101个共同研发项目

• 韩国&阿塞拜疆废水再利用技术转让

- 对阿塞拜疆Hovsan废水再利用设施，两国共同投资(2010)

- 韩国高度水处理技术的示范成套设备安装及运行

• 韩国&中国下水再利用示范事业

- 中国河南汤阴县下水处理厂维修合作投资(2010)

- 下水再利用技术无偿供应及中国当地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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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韩韩韩----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废弃物合作技术论坛废弃物合作技术论坛废弃物合作技术论坛废弃物合作技术论坛((((5.4,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韩韩韩韩-越南越南越南越南 绿色商务交流会绿色商务交流会绿色商务交流会绿色商务交流会 (5.7, 河内河内河内河内))))

• Global Green Hub Korea(6.4, 100位位位位 邀请邀请邀请邀请, 首尔首尔首尔首尔))))

• 韩韩韩韩-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绿绿绿绿色色色色商务合作论坛商务合作论坛商务合作论坛商务合作论坛 (8月月月月, 雅加达雅加达雅加达雅加达))))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山东省绿色产业博览会山东省绿色产业博览会山东省绿色产业博览会山东省绿色产业博览会 韩国馆韩国馆韩国馆韩国馆 (9月月月月, 济南济南济南济南))))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河南省河南省河南省河南省////广东省广东省广东省广东省////上海市上海市上海市上海市 商务洽谈会商务洽谈会商务洽谈会商务洽谈会((((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 韩韩韩韩-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 环保专家环保专家环保专家环保专家 交换研修交换研修交换研修交换研修((((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 韩韩韩韩-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2001年年年年~)

• 韩韩韩韩-越南越南越南越南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2005年年年年~)

• 韩韩韩韩-印尼印尼印尼印尼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环境产业合作中心（（（（2011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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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 ////财财财财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护护护护

•

进进进进 设设设设
进进进进 业业业业

技技技技术术术术 求求求求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韩国研韩国研韩国研韩国研究究究究单单单单

•设备设备设备设备及技及技及技及技术术术术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单单单单

• 供供供供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及及及及运营设备运营设备运营设备运营设备

韩韩韩韩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产业协产业协产业协产业协

•两国产业两国产业两国产业两国产业

韩国环韩国环韩国环韩国环境境境境产业产业产业产业技技技技术术术术
项项项项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评评评评价价价价////管管管管

技技技技术术术术 求求求求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共同管共同管共同管共同管 业业业业
开研讨会开研讨会开研讨会开研讨会

技技技技术术术术交交交交 ////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现场应现场应现场应现场应

国环国环国环国环境境境境 护产业协会护产业协会护产业协会护产业协会
发发发发掘掘掘掘项项项项 及管及管及管及管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共同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究究究究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19



• ㈱㈱㈱㈱洁宜特洁宜特洁宜特洁宜特 中中中中∙∙∙∙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通过把减少微细粉尘技术及通过把减少微细粉尘技术及通过把减少微细粉尘技术及通过把减少微细粉尘技术及

局部排气设备的局部排气设备的局部排气设备的局部排气设备的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有关技术及设备适用于中国产业现场有关技术及设备适用于中国产业现场有关技术及设备适用于中国产业现场有关技术及设备适用于中国产业现场””””

----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大同大同大同大同 矿矿矿矿 团团团团 CY-BAG 尘尘尘尘机机机机(30,000㎥/hr) 70 交交交交货货货货契契契契约约约约

• ㈱㈱㈱㈱ECOEYE-HANWHA 通过得到海外环境事业通过得到海外环境事业通过得到海外环境事业通过得到海外环境事业可行性调查支援可行性调查支援可行性调查支援可行性调查支援,,,,承包了承包了承包了承包了

““““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CDMCDMCDMCDM项目项目项目项目””””““““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中国生物质热电联产及CDMCDMCDMCDM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与与与与 龙龙龙龙江江江江 远东远达远东远达远东远达远东远达 质热电质热电质热电质热电 公公公公 ，，，， 糠糠糠糠

质热电联产质热电联产质热电联产质热电联产及及及及CDMCDMCDMCDM项项项项 (70(70(70(70顿顿顿顿/h/h/h/h暖暖暖暖气气气气, 12MW, 12MW, 12MW, 12MW电电电电，，，，10101010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CERs)CERs)CERs)CERs)

• ㈱㈱㈱㈱库库库库 中中中中∙∙∙∙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韩共同研究项目的支援，，，，通过微生物接种中心设立于通过微生物接种中心设立于通过微生物接种中心设立于通过微生物接种中心设立于

哈尔滨市后哈尔滨市后哈尔滨市后哈尔滨市后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中国现场实证成功，，，，签订中国东北三省交货合同签订中国东北三省交货合同签订中国东北三省交货合同签订中国东北三省交货合同

----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与与与与 龙龙龙龙江江江江 环环环环 高 技高 技高 技高 技术术术术 签订签订签订签订 机机机机质质质质 ，，，， 改改改改 剂剂剂剂，，，，

改改改改 剂剂剂剂，，，，废废废废 处处处处 剂剂剂剂等 交等 交等 交等 交货货货货 同同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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