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能源转型

研究德国城市从依赖煤炭的能源经济体系向低碳、绿色转变的经济结构转型最佳实践，

以支持中国煤炭城市的能源及经济转型



标题 :

《可持续结构变革与城市能源转型》

出版说明 :

《可持续性结构变革与城市能源转型》是在“中德气候伙

伴关系”（能源合作部分）项目框架下发布的。项目作为

国际气候保护倡议（IKI）的一部分，受德国联邦环境、自

然保护与核安全部（BMU）委托，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负责执行。

作为一家联邦企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项目。

出版方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注册地址：

德国伯恩和埃施波恩

驻华代表处地址：

朝阳区麦子店西街 37 号盛福大厦

中国北京，100123
电话：+86 10 85275180
传真：+86 10 85275185
邮箱：giz-china@giz.de
网址： www.giz.de/china

项目合作伙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 (NEA)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ERI)

主要作者 :

列支敦士登战略发展研究所 (LISD)
彼得·德罗戈教授 (Prof. Peter Droege)

技术指导与协调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高飞（Philipp Geres）

技术顾问 :

列支敦士登战略发展研究所 (ifeu)

编辑、排版、图文设计 :

北京卓创广告有限公司 , 中国北京

免责条款 :

截止出版前，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和相关作者对本出版物中所

涉及的数据和信息进行了仔细研究与核对，但不对其中所涉

及内容及评论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出版

物中所使用的地图仅用于信息参考，不代表任何有关领土及

边界的政治立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不保证文中地图的时效

性、正确性和完整性，且不承担因使用该地图所造成的直接

或间接损失的相应法律责任。本出版物中涉及到的外部网站

发行方将对其网站内容负有相关责任。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 (BMU) 委托项目

© 北京，2020 年 9 月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能源转型



目录

1. 摘要与背景 ...................................................................................................................................................................................................................1

2. 简介....................................................................................................................................................................................................................................2

2.1 研究目的与范围 .....................................................................................................................................................................................................................................................2

2.2 城市能源转型——从化石燃料经济到可再生能源城市和地区 .........................................................................................................................................2

2.3 将鲁尔大都市区作为案例研究的原因 ..................................................................................................................................................................................................3

3. 鲁尔大都市区的经验 ............................................................................................................................................................................................4

3.1 地理和经济背景 .....................................................................................................................................................................................................................................................4

3.2 经济发展史 ................................................................................................................................................................................................................................................................4

3.3 为实现新的可持续经济而进行结构转型的核心挑战 ................................................................................................................................................................5

3.4 鲁尔大都市区的决策阶段 ..............................................................................................................................................................................................................................6

3.5 方案执行：区域规模 ....................................................................................................................................................................................................................................... 12

3.6 城市层面上的落地 ............................................................................................................................................................................................................................................ 14

4. 经验与建议 ...............................................................................................................................................................................................................32

5. 参考文献 .....................................................................................................................................................................................................................36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能源转型



1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能源转型

1. 摘要与背景

煤炭资源型城市与地区正受到多重挑战：一方面致力于环境和气候保护，而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摆脱对化

石能源，特别是对煤炭的依赖。这似乎会危及其传统的增长和就业模式，而成本竞争力方面的挑战也迫使这些地区关闭了很多

煤矿并改变就业结构，要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这类煤炭资源型地区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就业，

而这些方法必须顺应全球趋势，即符合低碳发展的要求，并在中长期内得以持续下去。尽管这些挑战似乎很艰巨，但中国的煤

炭地区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结构转型的地区。虽然中国的本地条件独特，但仍有一些国际经验可能有助于制定本地战略。

本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德国城市的经验，为中国城市的经济和能源转型提供有益的信息。我们首先在德国寻找最贴近实际、

最具有该类转型管理经验的城市作为参考。我们选择了德国北部的“鲁尔大都市区（Ruhr Metropolis）”和其中的三个领先

城市作为最佳案例——这些城市也是欧洲乃至世界上在能源转型方面最成功的城市。

这个以鲁尔河命名的城市群是德国煤炭生产和钢铁制造地区成功转型的重要案例。它为经济结构变革和能源转型提供

了最佳的规划和实践经验。鲁尔大都市区位于莱茵 - 鲁尔大区。这一地区提供的丰富经验对中国的城市具有借鉴意义。为

了进行对比，我们选择了中国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陕西省榆林市进行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差别较大：陕西省榆林地区

占地面积更大，而鲁尔大都市区人口密度更大，人口更多。该区是德国工业中心区的核心，而榆林的特点是更加聚焦于煤

炭生产，环境仍更自然，离祖国的城市中心区更远。同时，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多中心结构，都有一个或几个集

中区域，但层次性不强。而这两个城市区域都有多样而丰富的历史和发展方向，它们的过去和现在都与煤炭息息相关。

德国的鲁尔地区及其城市发展始于 50 年前，当时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进入了第一次危机。从 1968 年起，德国联邦政

府开始并引导该地区以温和的方式开展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并实施了广泛且相互联系的战略，涉及能源、社会、环境和城

市规划。旧产业的合理化发展使得新的知识基础设施得以蓬勃发展。人力运输和货运物流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和能源的进步。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才培育也推动了转型。大刀阔斧的环境改善和通过对健康进行大力投资，即投资 " 绿色和蓝色基础设

施 "——再生的公园和河道，改变了自然现状和形象。人们发现，仅靠国家并不能创造或吸引新的行业发展：区域的变革

必须来自地方和区域的民间组织和市政当局以及企业自身。人们对环境改善的需求最终将成为城市、企业和机构创新的动力。

如今，鲁尔区正充满活力地蓬勃发展，引领德国走向无碳未来。虽然全德范围内对 15 年内实现煤炭退出已基本达成共

识，但在其他地区，如柏林附近的劳西茨地区，历届政府维持褐煤开采的时间较长，该地区目前也在向鲁尔区学习，同样，

德国其他两个较大的剩余煤矿区也是如此。同时，鲁尔大都市区也在继续学习：从他们自己的失败和成功中学习，也从已

经在 100% 可再生能源城市系统和可持续经济的道路上发展得更快的地区和城市学习。

下表展示了榆林市与鲁尔大都会区之间的主要区别。借助这些差异有助于对比这两个分别位于中国和德国城市地区，

加强理解。

表 1. 中国陕西省榆林市和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大都市区 ( 来源 : wikipedia, statistik.rvr.ruhr)

主要经济指标 山西省榆林地区 (YSR) 鲁尔大都市区 (MR)

面积 ( 平方千米 ) 43,578 4,435

 人口 ( 百万 ) 3.380 5.111

密度 ( 平方千米 ) 78 1152

气候 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位于温带 温和，整体较温暖，温带海洋性气候

最高平均温度 摄氏度 15.7 13.3

最低平均温度 摄氏度 1.9 6.7

平均降水 ( 毫米 ) 366 934

地理位置
两种地质：鄂尔多斯高原的沙地和黄土高原的黄土丘
陵区（黄土高原）

属于从西里西亚起，经过鲁尔，比利时和法国北
部再到英国的西北欧洲煤带

治理结构 1 市 2 区 9 县 53 市 4 县

工业基础 基于能源，原材料，重化工的资源密集型经济 基于环境技术和旅游业的知识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487 亿欧元 (2018) (3849 亿人民币 ) 1639 亿欧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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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2.1. 研究目的与范围

煤矿地区面临着特别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多个方面——既有环境和气候方面的压力，也有经济政策和竞争力方面的

考虑。如果人类想要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就需要通过减少并最终完全淘汰能源系统中的化石燃料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不可阻挡地下降，可再生能源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新装机容量中成本最低的选择；碳排放交

易和碳税等碳定价手段正不断完善，这都使得煤炭将变得更加昂贵。因此，即使仅出于中长期成本的考虑，煤炭也将会被

挤出能源部门。

对于依赖煤炭的地区来说，煤炭需求和竞争力的下降意味着这些地区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模式。此外，在供

应方面，竞争力低的生产成本可能会迫使矿井关闭，生产力的提高和自动化也会减少煤炭部门的就业机会。煤炭地区可能

经常反对严格的气候目标或反对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和财政问题，而是从根

本上触及他们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但无论如何，经济结构转型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很

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转型涉及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战略、商业模式、工人的再培训、城市结构调整，甚

至地区身份和文化的变化。但中国的煤炭地区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转型的地区。虽然它们的当地条件独特，但仍有国际

经验可以帮助它们制定自己的战略。

本报告旨在介绍鲁尔大都市区及其三个最成功的城市在实现经济和能源结构转型方面的经验。鲁尔大都市区（在本报

告中被称为“鲁尔区”）——位于德国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西北部的莱茵 - 鲁尔大都市区。本报告描述了该区域转型的

过程（路径、手段、参与和管理方面）和结果（物质、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果）。报告还介绍了在鲁尔区转型过程中，对

实现经济和能源转型这一目标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报告详述了鲁尔区如何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发展

模式转变为以创新和参与为动力的可持续区域经济，从而创造了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不平等现象，实现了无害生态

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首先，报告简要介绍了城市能源转型作为经济结构转型重要部分的背景，然后是选择鲁尔大都市

区的原因。随后，本文总结了该地区的地理和经济发展背景，概述了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并形成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结构

性政策的背景。由此，我们总结了结构转型的主要时间阶段。在区域和城市范围内的案例研究部分则对政策、计划和项目

的实施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本报告介绍的四个亮点分别是“IBA Emscher 公园区域复兴计划”和博特罗普市（Bottrop）、

埃森市（Essen）和多特蒙德（Dortmund）三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说明了 a) 设定的目标，b) 采取的能源转型过程，c) 参
与的利益相关方，d) 各种措施和项目的影响，以及 e) 面临的挑战。报告最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和建议，供其他城市在进行结

构性变革时参考。在整个报告中，本文的分析都是在本区域能源系统不断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以此作为气候保护和向可

再生能源过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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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能源转型——从化石燃料经济到可再生能源城市和地区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净零碳经济，需要对气候政策进行重大变革——建议在遥远的 2100 年之前（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2018 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立的欧洲的长期目标（EC 2018），2019 年欧盟绿政出台，

2020 年初提出了气候法，两者的目标一致（EC 2020a 和 b）。许多其他组织基于科学证据的立场，要求采取更多有力的即

时行动，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追求这一目标。事实上，许多目标定得太远、太模糊，没有短期目标的承诺。同时，世界经

济的变化、化石燃料相对需求的下降以及气候变化的严峻前景和日益严重的影响，都促使世界上许多城市采取行动，减少

排放，投资于可再生能源。 城市能源转型及其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将影响到商品生产、服务提供、交通和总体消费的

各个方面。它还要求逐步淘汰以煤为基础的发电厂。

随着新基础设施的创新，这一转变带来了新的经济和就业机会。这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可再生能源市场

的框架以及环境友好型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些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创造了财富。根据现代城市能源系统的经济多样化逻辑，

过去煤炭地区的整个景观正在发生变化：对矿区进行修复和重建，从而创造具有清洁空气、水和土壤的新能源景观。

覆盖德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已经达到 100％能源自给自足或正在努力达到这一目标，这说明了德国正在

进行城市能源转型。尽管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原有的煤矿区，从而避免了煤矿开采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挑战，但鲁尔区的城市

经验也可以作为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指南，以最有效地实现碳排放和能源目标。

2.3. 将鲁尔大都市区作为案例研究的原因

选择鲁尔大都市区作为案例研究，是因为它在以下方面具有示范性：

• 从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向更加多样化的、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节约资源的可持续服务型经济过渡； 

• 进行结构转型的出发点是对本地区工人和公司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

• 鼓励新的行业增长和支持创新；

• 在工人的大力参与下，推动由国家、地区和城市政府积极管理的重组进程；

• 对城市和区域的空气、土壤和水环境状况进行修复；

• 使公共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现代化； 

• 在城镇中创建低碳城市发展；

• 启动和实施示范项目；

• 进行长期战略规划；

• 为鲁尔区创造新的积极形象：绿色强大的经济以及优越的生活质量；

鲁尔大都市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工业化和后煤炭地区，这证明了走这条道路比保留并补贴传统的、以煤

炭为基础的经济更加繁荣和可持续。这个案例研究显示了多层次、多角色和多部门的转型过程的力量，并以一个全新的、

更加智能的城市未来为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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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尔大都市区的经验

3.1. 地理和经济背景

鲁尔大都市区（德语：Metropole Ruhr - MR）是欧洲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区域之一。它位于德国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

（北威州，NRW），面积 4435 平方公里，人口 510 万（2018 年底）。该地区由 53 个城市和 4 个县组成。鲁尔区是西北欧

煤炭带的一部分，该煤炭带包括波兰南部、比利时南部、法国北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矿区。鲁尔区同时是一

个由经济实力雄厚的核心城市和周边腹地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多特蒙德、波鸿、埃森和杜伊斯堡等主要城市构成了当

地最大的经济体，特色产业包括物流和环保技术。该地区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国际快速交通、商业机场、密集的高速公路）

使其成为欧洲西北部的主要商业门户，许多公司总部设在这里；这里也是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重要地点。 

2018 年，鲁尔区的就业人数约为 175 万。数字通信（增长 6.5%）、交通（增长 4.6%）和教育与知识（增长 3.4%）等

领先行业的就业增长得到了动态发展。经济的多样性使鲁尔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有许多中小型企业。工业是地区经济的

支柱，拥有 21000 多家企业，销售额达 737 亿欧元（数据来自 business.metropoleruhr.de）。该地区约占北威州经济 GDP 的

23%（rvr.de）。

图 1. 鲁尔区的位置和主要城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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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济发展史

鲁尔地区的采煤传统始于 14 世纪，当时在该地区南部开采了第一批供家庭使用的煤藏。到 19 世纪 80 年代，鲁尔地区由

于煤炭储量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欧洲煤炭和钢铁生产的中心。大量的焦炭、半无烟煤、蒸汽煤和气煤的地下储量为工

厂的运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广泛的铁路系统有助于货物的快速运输，该地区的河道使莱茵河到北海的货运物流变得高效。

到了 19 世纪初，由于煤炭和钢铁的加速产出，大规模的移民使劳动力急剧增加。19 世纪 10 年代人口约为 20 万，但

在 1910 年代初上升到了 400 万，50 年代上升到了 600 万人口。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鲁尔区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的钢

铁总产量（Kelly and Matos，2010）。在 1957 年煤炭工业的高峰期，鲁尔区生产了 1.5 亿吨硬煤，雇佣了 60.7 万名矿工。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地区是军事工业的中心。它也是工厂设备、化学品和车辆的主要出口国。在战后重建时期为

德国经济复苏提供了资源，促进了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这一过程被称为“经济奇迹”，德语：Wirtschaftswunder）。该

地区后来形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中心，欧洲煤钢共同体后发展成为欧盟。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德国开始经历经济危机。硬煤的开采成本不断上升，特别是在较深且复杂的地质地点（平均开

采深度为 650 米）。煤炭和钢铁的世界市场价格正在下降，低于鲁尔工业的生产成本。美国和东欧的新矿区用靠近地面开

采的低价煤炭满足市场需求，而对煤炭的需求正在被石油和天然气所取代。作为传统客户，航运、铁路、钢铁和化学工业

也减少了对煤炭的消耗。1960 年至 1990 年间，鲁尔区的许多矿井和工厂关闭，减少了 50 多万个工作岗位。虽然德国 1960
年代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些工作岗位，但 80 年代仍达到了 15% 的失业率，这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 (Reicher，2011 年 )。

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开始以补贴支持采矿业，以解决危机。政府也对道路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新的大学和技术

院校进行了大量投资。同时，鲁尔区核心产业间的合作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一些曾经的竞争对手合并成了新的

企业。该地区的地方政府试图吸引微电子和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投资。随着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关闭，行业工会与政府合作，

通过补偿、再培训或养老金等方式，尽量减少工人的负担。后来，考虑到城市市政当局可以直接地参与到景观和河道整修

（IBA Emscher 公园）、工业旅游（鲁尔工业之路）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化分散区域供暖）的联合项目中，北威州政

府从地区协会中接过了进行区域规划的职责。( 鲁尔区的主要政策部分概述见第 3.5 节 )。

今天，鲁尔区的经济已经从煤炭和钢铁业转向以服务和技术知识为导向的经济，并不断发展丰富。自 1989 年以来，该

地区增加了约 30 万个非煤产业的工作岗位。这里有大量的大学和学院以及许多新能源技术和贸易公司。该地区仍有几家具

有煤炭或钢铁传统的企业，但大多数企业近年来进行了全面重组。例如，大型煤矿企业鲁尔煤炭公司 (RAG) 通过相关业务，

转向材料检测、矿山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营销、管理和电站运营。蒂森股份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钢铁公司合并，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工程和钢铁生产公司之一。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通过对工厂升级、产品组合开发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大幅

提高等方面的重大投资获得了这一成绩。

3.3. 为实现新的可持续经济而进行结构转型的核心挑战

1960 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鲁尔大都市区进行结构转型和经济重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一开始就解决几个障碍。

这些障碍包括：

• 经济结构单一，集中在煤炭和用煤的重工业；

• 少数非常大的公司主导经济——中小型企业的数量非常少；

• 地方教育体系薄弱，没有高等技术院校或大学；

首先，多年来仅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的经济造成了当地现有的区域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仅针对这些重点行业，对这些

行业进行任何结构性改革都是困难的，因为它们的经营和管理在区域经济中根深蒂固。其次，由于只有少数几家非常大的

公司，在市场方面几乎没有空间让其他中小型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和创新。在已有的产业中，新进入的公司和企业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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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第三，这些行业依赖初级资源中的体力劳动，因此，学术和研究能力并不被重视。由于结构转型要求

对以前受雇于矿山和钢铁厂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和教育，因此必须建立新的职业学校和高等教育设施。

鲁尔地区对煤炭和钢铁工业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僵化的社会结构。一个由企业、政治家、工会和供应商组成的封闭的

联盟，它们之间在维持现状这一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企业家希望保护他们的投资；政治家往往在企业内部担任职务，而城

市也是企业的股东；工会则利用他们的力量和政治关系继续进行煤炭补贴（同时也制定了保护工人的战略）；供应商公司

依赖主要行业的固定合同，而工人则享有稳定的长期就业合同。 

大型工业要么受阻，要么适应经济变化的速度非常慢，扼杀了城市的再发展。企业出于多种原因采取冻结土地的策略，

极大地阻碍了将旧的煤矿和工业用地转变为新的经济活动用地。而处理土壤和水污染、矿井和其他旧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

未来可能发生的建筑物沉降也会导致索赔。同时，任何新公司进入该地区，都有可能加剧对廉价和高质量劳动力的竞争。因此，

煤炭和钢铁业决定保留这些财产，即使这些土地是空置的，或将其以很高的价格出售。 

长期注重大型工业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支持不足。国家和联邦州补贴大多发放给老牌的矿业、能源和钢铁企业，

以帮助它们保持经济活力。据估计，60 年来，德国政府直接和间接地在硬煤补贴上的支出超过了 3300 亿欧元（Herpich 等，

2018）。这些行业的主导地位导致新的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和基础非常薄弱，而这些新的中小企业正可以帮助抵消核心行

业衰退时的经济损失。已存活下来的中小企业大多是高度专业化的材料、机器和服务的供应商，它们承接的是大企业的精

准化订单，因此没有改进和创新的动力。任何研发都是由行业自己进行的。

鲁尔区的公民接受度也是一个挑战。该地区的居民直接受益于核心产业，因此很难接受核心产业不可避免的衰退。公

司面临着声誉、财务和战略风险。各矿区所在地必须接受并适应本地区失去了带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前的煤矿和钢

铁工人需要新的工作，但鲁尔区的再培训机会非常少。直到 1964 年，该地区还没有高等技术院校或大学。

3.4. 鲁尔大都市区的决策阶段

鲁尔大都市区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许多政策、方案和项目，涉及许多机构，并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结构转型的主要

阶段如下：

3.4.1. 中央再工业化政策 (1957-1978 年 )

在煤炭危机爆发之初，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过渡政策和方案，由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政府支持实施。其目的是加强

地方经济，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持现有的区域经济结构。

行业补贴、整合和关停措施

1957 年，由于国际市场的开放，廉价进口煤的竞争，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量的增加，航运、铁路、钢铁和化学工业对煤

炭的消耗减少，煤炭危机开始了。德国联邦政府的对策是通过一系列补贴政策直接支持德国的硬煤开采。由于煤炭是德国

唯一的大型化石燃料资源，这一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防止矿井减产和关闭对就业的大规模影响。但当矿业

明显无法恢复时，1962 年出台了关停煤矿的相关法律法规，最终导致 141 个煤矿中的 51 个在 1967 年前关闭（Herpich 等，

2018）。但仅仅是这一措施并不能结束危机，因此在 1968 年，整个德国的煤炭开采业根据国家煤炭法进行了重新组织。 

德国联邦《煤炭适应法》迫使矿业公司将其生产合并到新成立的鲁尔煤炭公司（RAG）。在与企业和工会达成的协议

中，该法将所有煤矿的补贴正式纳入这家公司，设定了产量配额，并对炼焦煤的世界市场价格与当地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

进行补贴。随着这个差额的增加，补贴金额也在增加。从 1958 年到 2002 年，补贴的总成本达到 1580 亿欧元（Storchmann 
2005）。德国的电力、钢铁公司得到了额外的补偿，使他们购买德国硬煤的价格与进口煤持平。同时，该公司通过整合采

矿业务和推动剩余劳动力的转型，监督硬煤的逐步淘汰。国家补贴使得煤炭产量和就业人数有条不紊地缓慢下降，但当补

贴最终在 2018 年结束，它最终无法避免矿井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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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0 年代的钢铁危机中德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控制措施。开始时，只关闭了钢铁厂的非生产性部分。后来，为了适应

变化的市场条件，不得不完全关闭工厂。关闭部分工厂之后是大公司的合并，这确实提高了行业竞争力，并与客户和供应商

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核心产业可以以合并和现代化的形式维持下去，如蒂森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合并。

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以及地区休闲投资

随着国内煤炭生产和就业的下降，北威州政府开始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关注经济转型。1968 年春，政府启动了“鲁尔

区发展计划 ( 德语：Entwicklungsprogramm Ruhr-EPR) ”作为第一个结构性政策框架 (Nonn 2001)。该计划由州政府和联邦政

府共同出资 170 亿德国马克（85 亿欧元），为期五年（Goch 2009）。该计划的目标是改善鲁尔区的基础设施，以吸引其

他经济部门的新企业进入该地区。主要方面包括：

• 扩大道路网和公共交通系统；

• 建立和扩大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

• 扩大公园等地区休闲设施。

20 世纪 60 年代末，鲁尔地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不够完善。经济方向的调整要求提高和改善交通流动性，因此鲁

尔区延长了公路和高速公路网，并扩大了公共交通系统。新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的建设很快就带动了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而鉴于本地区在公路、铁路和水路工业货运方面的悠久历史，这又带动了与现代交通物流规划、设计、监测和控制服务相

关的新的分支产业。同时，公共交通网络的扩张也增加了鲁尔区居民前往更多地区工作和休闲的机会。

1965 年以前，鲁尔地区没有一所大学。由于认识到新经济需要新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培训能力，北威州政府于 1965
年成立了波鸿鲁尔大学，1968 年成立了多特蒙德大学。对高等教育和技术创业的大量投资开始促进该地区服务和数据驱

动型产业的形成。到 2015 年，鲁尔区有 5 所大学、15 所技术院校和 49 个研究机构，雇佣了 31000 多名员工（Prognos 
2015）。这些机构嵌入了当地研究与开发网络，将公司留在该地区并吸引新的公司。 

煤炭和钢铁工业造成了鲁尔区恶劣的环境条件，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对新企业没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对居民而言

也不利于健康。为了扭转这一状况，政府决定通过将旧工业区重新“自然化”来扩大该地区现有的绿化带。共计七条绿化

带最初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的，它为重工业提供了生态补偿，并有助于防止城市的无节制扩张。 

但通过“鲁尔发展计划”进行的经济调整收效甚微。由于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传统产业持续衰退。重视道路建设而

非公共交通，导致了城市的无序扩张。新的教育机构和技术学校的建立虽然在工人再培训和培养高技能毕业生方面取得了

成效，但该地区相应的工作岗位很少。尽管当地公园扩大了，但环境污染程度仍然很高，因为大型工业继续照常运行。很

少有新的企业被吸引到该地区。不过，交通、教育和环境基础设施确实为最终的经济多样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转型管理

鲁尔区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如何管理就业变化。第一次煤炭危机使 1960 年代末的就业人数减少了一半：从 1957 年

就业高峰年的 495800 人下降到 1968 年的 210300 人。此时，结构转型需要一套重点突出、协调统一的的措施，包括法律法

规、集体谈判和合同规定等举措，并由管理部门和行业做出积极贡献。

通过经济改革方案的预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开始协助工会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减少煤炭行业的就业。工会确保受影

响的工人得到社会保障措施的保护。当矿井关闭时，工人可以接受其他职位，或根据其年龄提前退休并领取退休金。政府

提供了长达 5 年的过渡期付款，向尚未到退休年龄的工人提供保障。另外，雇员也可以放弃涨薪或通过重新分配工作，以

避免裁员，他们也有接受再培训的机会。

鲁尔煤炭职业培训协会（德语：Ruhrkohle Berufsbildungsgesellschaft-RKB）是由鲁尔煤炭公司成立的，作为其子公司之

一负责监督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它评估了现有的和未来的技能需求，并制定培训计划。在州政府、企业和市议会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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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会为工人制定了个人就业安置战略，提供了许多新的职位，如矿井水管理、地表水管理和地下水净化。衡量劳动力市

场政策有效性的一个指标是鲁尔区的职业培训中心成功实现了 80% 的就业率（Rosemberg，2017 年）。 

初期就业转型成本的数据难以确定，特别是按照部门分类的数字。然而，在2007年至2018年（最后一个煤矿关闭的年份）

期间，北威州政府花费了大约 170亿欧元用于开发和管理早期养老金计划、培训项目，并用于支付每年约 3亿欧元的所谓“永

恒”成本（Miller，2020）。这些成本与从矿区抽水到附近河道有关，以抵消鲁尔区与采矿有关的剧烈地形沉降。

集中政策和生产力投资

随着 1973 年全球石油危机和 1974 年钢铁危机的爆发，德国政策制定者转而通过州一级的集中结构性政策来实现再工

业化。1975 年，北威州政府从鲁尔地区居住协会（德语：Siedlungsverband Ruhrgebiet）手中接过了区域规划的职责，以便在

实施变革时有更多的控制权。州政府开始推动四项技术计划，通过投资 20 亿马克（10 亿欧元）对矿业、能源、经济和钢

铁部门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挖掘现有工业的内生潜力。这一再工业化战略的驱动力是希望煤炭能因石油危机而复苏，钢铁

业也能回升。通过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提高生产力，可以提高竞争力，限制污染，改善技术转让。同时，四个技术领域也

将分别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解决先前 1968 年的鲁尔发展计划中未能吸引新的产业进入该地区和降低高失业率的问题。早

先的计划确实建立了广泛的教育基础设施，但新技术人才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现有的工作岗位。 

技术方案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该地区保持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然而，投资于技术方案的数十亿资金仍然无法

阻止主要产业的衰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进一步的经济多样化。 

3.4.2. 区域化经济多样化政策 (1979-2004 年 )

在这一时期，该战略旨在使区域和地方利益相关方能够在鲁尔区地区协会的领导下，在北威州政府的指导下制定和实

施各种方案和项目，主要目标是加强地方经济、清理污染、恢复自然环境、更新街区和启动文化发展项目。资金将由公共

和私人来源提供。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战略，主要是由于意识到仅靠国家机构的政策和投资不足以创造或吸

引新的企业，它还需要城市政府和区域协会采取行动，因为它们更符合地方和区域的需要。 

新工业化方案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北威州政府推动的鲁尔区发展计划和四个技术项目无法解决失业率持续上升、缺乏新的企业发

展以及鲁尔区高度有限的部门专业化所遇到的问题。

作为应对，北威州政府于 1979 年启动了“鲁尔区行动方案（德语：Aktionsprogramm Ruhr-APR）”，以特别关注鲁尔

地区的新工业化经济。其目的是改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并发展鲁尔区的服务行业，在城市中创造研究与开发和

创新机会，从而吸引新的技术导向型产业进入该地区，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生物医学。该计划的主要成果是在鲁尔区建

立了多个技术中心，如多特蒙德技术中心，到 2011 年，该中心有 280 家公司，雇佣了 8500 多名员工。通过与多特蒙德工

业大学的合作，该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发基地。( 详见 3.7.3 节 )

该行动方案运行了四年，预算为 69 亿马克（35 亿欧元），其中 51 亿马克（26 亿欧元）由北威州政府提供，15 亿马

克由联邦政府提供（Dahlbeck 等人 2019）。它结合了技术和创新、生态、文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几个单项支持措施。除了钢

铁计划，技术计划在 1980 年被转移到该行动方案。

与以前的经济复苏计划不同，该行动方案从一开始就有区域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州政府意识到，早期的发展计划没有

将当地利益相关方纳入其中，这使得空间规划和实际实施变得困难。通过采取以对话为导向的方法，行动计划使州政府能

够与地方和区域参与者合作，对鲁尔区的旧工业结构进行升级。 

但是，尽管采取了提高参与度的办法，但由于联邦、北威州和地方当局之间的责任不同，协调方面问题依然存在。大

多数措施都是以孤立的方式实施的。尽管该方案改善了鲁尔区在软性区位因素方面的状况 ( 如改善地区形象、更多的文化

活动等 )，并促成了技术中心的建立，但它并没有能够使经济实质性地多样化，因为大多数补贴仍然支持煤炭和钢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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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984 年鲁尔区行动计划结束时，北威州政府决定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直接支持环境和可再生能源系统领域的中

小企业发展。在“北威州未来技术计划倡议”的背景下，鲁尔区成立了创新和技术中心（ZENIT），作为一个以创新为导

向的网络节点，支持新的环境和能源初创企业。它提供财务和资金建议，帮助企业和研究中心进行协调，支持联合研发项目，

并提供营销和管理支持。通过由几个创新和地方技术转让中心组成的网络，重点关注能源效率、可再生资源、回收和废物燃烧，

以应对煤厂和钢厂所消耗的大量化石能源和产生的废物。州政府还鼓励地方市政府通过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来支持新成立的

企业和公司。 

创建以专家为导向的产业集群

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全球范围内的能力领域和以专家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发展受到了鲁尔区的结构性政策制定者的关

注。此时，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ERDF) 开始向欧洲矿业地区提供支持，以提高地区的竞争力，开发技术和产品，并创造和

保留就业机会。政策关注点转向提高有发展前景的部门或集群网络的能力，而不是大规模的工业项目。 

这里所指的产业集群是企业、研究机构、政治和非营利机构沿价值链进行合作的网络。一个成功的集群政策应侧重于

一个地区的发展优势。2000年，北威州政府制定了第一项集群政策，目的是形成创新网络，发起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测试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开发和销售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为了推动鲁尔区内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北威州政府首先确定了该地区的重点领域。最初，这些领域包括能源系统、信

息技术、物流、新化学、医疗技术和健康经济、微结构和微电子、新材料、水和污水处理技术、采矿技术、机械工程、设

计以及旅游和休闲领域。各城市政府根据当地的能力和现有资源，选择这些部门中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北威州政府通过产业集群相关机构在整个鲁尔区分配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的资助资金。该机构还引导其他公共和私营

部门给予支持。产业集群本身由来自各个企业借调的工作人员进行单独管理。政府还为产业集群提供一系列相应服务。该

机构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本文件编写之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必须考虑区域和全球市场，以加强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以供应为导向的集群

战略应更加注重 " 领先市场 "（Leitmärkte）的市场需求。今天，国家的发展理念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顺应市场的基础上的，

每一个集群都得到了企业服务的支持，北威州的目标是八个领先市场：健康、城市建设和住房、交通、可持续消费、资源

效率、休闲和活动、教育和研究以及数字通信。每个主导市场领域都划分了其产品和服务的核心领域以及提供材料、工艺、

工程和支持服务的部分（Keil 和 Wetterau，2013）。每个市场也都建立了各自的管理结构。 

生态修复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鲁尔地区的污染十分严重。重工业产生的有毒废物、未经处理的污水、高地下水位和下沉的地

面使水资源和土地的整治变得非常困难。随着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急需政府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

北威州政府与各市镇、大学和私营部门合作，在制定修复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

北威州开始采用新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以区域规划为基础，由政府部门指导，但由地方协会进行制定和实施。其中一项重

大措施是“内部复兴”战略，该战略的基础是与当地社区进行密切对话，并得到当地社区的认可。1989 年发起的埃姆谢尔

河项目 (IBA Emscher Park) 便采取了这一方式，它的任务是恢复被污染的埃姆谢尔河地区的环境和经济结构 (详见第3.6.1节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严格的环境要求和对清洁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生态现代化对能源、化工、钢铁和煤炭

工业提出了挑战，要求制定保护环境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使用清洁生产工艺来防止污染。对自然

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鉴于核心产业很快便投入到了对工艺的改进以符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鲁尔区新的环境管理、技术和系统产业发展

迅速，环境问题被转化为市场机会。1992 年，北威州的环保产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约为 100 亿欧元（Nordhause-Janz
和 Rehfeld 1995）。到 2005 年，环境技术领域的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雇用了大约 10 万人（国际劳工组织，2014 年）。

如今，鲁尔区是德国环境修复项目设计、开发和实施以及环境技术和服务的领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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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废弃的工业用地和建筑已成为鲁尔区城市的负担。1979 年，北威州政府建立了鲁尔地产基金，

以支持城市对矿区的再开发。通过联邦和北威州政府发展计划的支持，政府拨出了 20 亿欧元用于购买、拆除、净化和重新

开发土地，具体目标是：

• 为商业和工业投资提供有吸引力的场地；

• 创造高质量的城市环境。

• 确保新的就业岗位；

• 保证以负责任但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处理污染；

• 建设新的休闲文化区。

该基金由“北威州发展协会”运作，最终成果是联邦政府购买了150个原工业用地并对其进行了修复，从而结束了长期“锁

定土地”局面。从 1980 年到 2006 年，政府共计收购了 2700 公顷的矿区土地，其中 1700 公顷随后在公开的房地产市场上

出售 (Keil 和 Wetterau，2013 年 )。

该地区也向重要的文化和环境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的形象。一个成功的文化项目是埃森的

Zeche Zollverein 工矿遗迹产业园。在这里，对以前的采煤、炼焦和加工设施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一个建筑纪念碑，里面

有博物馆、商店、餐厅、溜冰场、公园、公共游泳池和一个创业孵化器。该产业园通过其网站向公众普及采矿文化、发展

和对环境影响。同时，它也宣传着鲁尔大都市区今天所追求的身份：一个艺术、文化、创新和技术的中心。2001 年，Zeche 
Zollverein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4.3. 多层次的能源转型政策 ( 自 2005 年起 )

从 2000 年代中期开始，鲁尔区各城市开始实施符合联邦政府能源转型（德语：Energiewende）政策的措施。除了明确

的排放和能源目标外，这些措施由各城市市政当局和机构制定和执行，由鲁尔地区协会协调，并得到了北威州政府的指导

和财政支持。 

逐步退煤和气候保护

当德国联邦政府在 2018 年关闭最后一个煤矿并结束补贴时，基本已排除了政治上的障碍。这得益于 2007 年出台的《硬

煤融资法》，这是联邦政府、萨尔州和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政府、鲁尔煤炭公司（曾经拥有并经营鲁尔区的所有煤矿）

和矿业工会 IG BCE（矿业、化工、能源产业联盟 --Industriegewerkschaft Bergbau，Chemie，Energie）之间达成的协议。协议

包括成立基金会，该基金会不仅将资助环境整治工作以及文化和社会项目，而且将继续扶助原煤矿工人。

2010 年，德国政府启动了德国能源转型，目的是在环境友好、稳定且人人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基础上向低碳、无核经

济转型（BMWi 和 BMU，2010 年）。其基础是德国《能源与气候综合计划》（IEKP）”，该计划提出了到 2020 年德国二

氧化碳排放量比 1990年减少 40%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应提高发电厂的效率；通过《热电联产法》增加热电联产的数量；

在建筑物中使用智能电表；推广节能建筑；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为建筑物改造提供资金。随后，通过《可再生

能源法》以上网电价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在《可再生能源供热法》的支持下增加沼气和地热的生产，并扩大电力网络。

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重点是生物燃料和电动汽车，通过《机动车税法》为节油车辆减税。

2016 年，德国《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取代了《能源与气候综合计划》。该计划概述了到 2050 年减少 80% 至 95%
的减排新目标，以及建筑、交通、农业、工业、土地和林业部门的措施清单。联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补充政策和措施。

北威州政府早在 2013 年就颁布了第一部《北威州气候保护法》，将国家减排和能耗目标落实到联邦州政策层面。配套

的《北威州气候保护计划》针对不同的经济部门提出了 154 项具体措施：即能源供应、制造业和工业、建筑、贸易、商业

和服务、交通、农业、林业、土地和私人家庭。此前于 2011 年启动的“气候保护启动计划”已拨付贷款和赠款，支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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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改造、热电联产和资源效率方面的低碳投资。同样在 2011 年出台的“新风能采用计划”，通过消除风能扩张的规划

审批障碍，刺激了风力涡轮机和设备的发展。另一“热电联产计划”拨款 2.5 亿欧元，用于提高现有热电联产发电厂的效率，

其 2020 年的目标是将北威州发电量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原材料各减少 35%。

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方案还包括支持各城市寻找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和最优区位，并促进能源网络和储能的发展。储能

方案旨在将输电网络延长 400 公里，并将抽水蓄能电站的容量增加四倍。 “莱茵 - 鲁尔地区供热倡议”试图合并鲁尔地区

现有的集中供热系统，建立一个更现代化的能源供应网络，用工业废热取代化石燃料作为热源。同时，各城市分别通过北威

州能源署和消费者协会获得了关于城市能源规划的指导和支持。资源效率方案则通过北威州银行为企业提供能源效率贷款。

发展可再生能源集群

北威州政府还建立了“北威州能源署（EnergyRegion.NRW）”、“北威州能源研究中心（Energy Research.NRW）”和“北

威州环境技术中心（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NRW）”，以启动能源技术方面的新项目并将其推向市场，通过在整个价值

链中与能源经济相关的人员建立网络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来管理这些集群。仅北威州能源署就拥有着大约 3300 家公

司和机构、64 所大学、107 个研究所和 94 个协会。子网络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工程、燃料电池和氢气、生物质、未来

燃料和发动机、节能和太阳能建筑、地热能和风能网络 (Galarraga 等人，2011 年 )。

可再生能源产业从集群网络中受益匪浅，该集群促进了鲁尔区起源于采矿技术的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发展。例如，福伊

特涡轮公司、BHS Getriebe 公司和 IBC Wälzlager GmbH 公司曾经是鲁尔区采煤机械的生产商，现在是风力涡轮机部件的主

要制造商。西门子公司原来是鲁尔区传统燃煤电厂的生产商，现在生产生物质发电机。矿业供应商 Teramex 公司已从生产

采煤钻机转向地热能源设备 (Galgóczi，2014 年 )。

低碳发展

在结构转型期间，鲁尔区推出了许多方案，成功地在城市一级调动了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项目。最重要的是“鲁尔概念”

计划（自 2007 年起）和鲁尔创新城市倡议（自 2010 年起）。

鲁尔概念计划是鲁尔区协会于 2007 年推出的一个联合平台，目的是使该地区所有城市和地区能够协调当地的可持续城

市发展。该平台共实施了 400 个项目，涉及三个行动领域——城市、气候和教育。城市项目的重点是城市空间、社区和旧

工业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气候项目涉及到气候适应、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交通和区域绿化战略。教育项目改善了城市

内部的教育机会，将大学与市政当局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落地。鲁尔概念项目得到了欧洲和北威州政府的资助 (共16亿欧元 ) 
以及私人投资 (44 亿欧元 ) 。 

2010 年，北威州政府和由鲁尔地区 70 家企业组成的 “鲁尔倡议” (IR) 发起了一项竞赛，在鲁尔地区寻找采用创新的、

经济可行的可持续能源管理战略的示范城市，并探索其在整个鲁尔地区的推广。被选中的城市需要证明它能在十年内可以

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同时还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申请城市必须提交一份节能改造计划、一份能源供应规划以

及一份与本地区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参与的计划。申请城市必须展示实施各项措施、进行知识转移和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能力。这意味着不仅要有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和资助机构的参与，还要有企业和民间参与。该奖项最终授予了博特罗普市，

因为该市实现了这些关键方面的目标（详见 3.7.1 节）。 

创新城市博特罗普的成功带来了创新城市推广计划。鲁尔大都市区 17 个城市的 20 个城区被选中，成为鲁尔地区低碳

城市发展的“实验室”。这些城市与当地企业和社区合作，开展具体的区域项目，创新城市管理有限公司（ICM）为其提

供建议。他们还利用该公司的科学和工业网络测试最先进的能源技术。该项目由 ICM 与经济发展机构“鲁尔大都市区有限

责任公司”（metropoleruhr GmbH）、发展协会（WiN Emscher-Lippe Gesellschaft zur Strukturverbesserung mbH，地区结构改

善协会）和伍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 für Klima, Umwelt, Energie gGmbH，气候、环境和能源方

面的非营利性智库）共同管理。北威州政府和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ERDF) 共同为该项目投资 350 万欧元。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也为这些城市提供了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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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础设施改造

鲁尔大都市区没有对区域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其改造重点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城市发电量，对热电联产厂

进行现代化改造以节约能源，将当地供热网络扩展到密集的居民区，建设和管理智能电网以及改善城市能源服务。其目的

是将这些能源系统长期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综合城市能源网。 

多年来，由于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较高，而且该地区的能源供应商和分销商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往往得到大量补贴的

进口石油、天然气或煤炭，因此可再生能源占比很低。鲁尔区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是在 2010 年能源转型得到立法后才

开始的。 

2012 年，可再生能源在整个鲁尔区最终净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为 5.5%，约 94.5% 的最终能源消费仍以化石燃料为基础。

鲁尔区各个行政区和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从 2.4% 到 9.9% 不等（Reutter 等人，2017）。由于缺乏历

史能源数据，无法对鲁尔区的整体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总的来说，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出现了温和但持

续的上升，这与总体趋势一致。

如今，市政公用事业（德语：Stadtwerke）是鲁尔大都市区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市政公用事业为鲁尔区约 70% 的人

口提供天然气，60% 的人口提供电力供应，其中大部分依靠当地分散的热电联产，这被认为是该地区最灵活、最安全的供

热方式。在鲁尔区总共 80 个容量超过 10 兆瓦的公共发电厂中，有 50 个使用热电联产。鲁尔区城市长达 4300 公里的地区

供热网络是欧洲最大的供热网络之一（伍珀塔尔研究所，2017 年）。

鲁尔区供热网络由以石油、天然气或煤炭为燃料的供热厂集中供热。近年来，许多城市转而使用替代能源，如工业废热、

垃圾焚烧厂的热量以及通过热电联产厂输入的生物质和沼气。2010 年，鲁尔区供热网的总供热量为 6485 吉瓦时 / 年。由 7
个工业余热的供热站提供的热输出为 730 吉瓦时，有 3 个提供 350 兆瓦的垃圾焚烧厂以及 4 个额定功率为 25 兆瓦的可再生

能源供热发电机，提供的热量为 200 吉瓦时 / 年（Bartelt 等，2013）。

鲁尔市政公用事业不仅是电力、天然气和区域供热的网络运营商，而且还是电力、天然气和能源服务的零售商和供应商。

他们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网络和储能的运行、提高系统的能源效率以及控制输入系统的不同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决策。

作为网络运营商，他们可以通过智能网络对电力线路和电网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城市的电力需求与可再生能源的供应相适应。

通过这种网络，它们可以连接不同的公共服务部门，例如将电动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鲁尔区的多个市政府拥有其市政公用事业公司的多数股份，甚至 100% 的股份，从而能够直接控制当地能源系统的现

代化，这对实现排放和能源目标非常重要。他们通过为企业和居民提供能源咨询服务来指导提高能效和能源战略，并支持

开发由市政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创新能源服务包。例如，波鸿市市政能源公司提供与建筑管理系统相关的产品，以及微型

热电联产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而翁纳县则租赁光伏系统，并承担从规划到安装和系统维护的所有任务。

可再生能源供热源自于采矿时代的旧系统的知识与技能。在波鸿市，矿井渗滤液中的热能被用于为公共建筑提供热能，

而热电联产厂则将废弃矿井的煤矿甲烷转化为电力和热能。在博特罗普市，计划将一个原有的煤矿变成一个水电储存设施，

可以为当地 40 多万户家庭提供电力和热能。该计划正由当地大学、咨询机构和采矿业者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在编写本报告

时，该计划仍在调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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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方案执行：区域规模

3.5.1 区域生态重建：埃姆舍尔公园项目

贯穿鲁尔大都市区中部的埃姆舍尔河的生态重建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环境项目。埃姆舍尔河地区长 70 公里，面积 800 平

方公里，有 200 万居民和 17 个城市。埃姆舍尔河从东边流过重度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并在西边与莱茵河交汇，正如南边

的鲁尔河一样。

埃姆舍尔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德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该河流域的特点是空置的工厂、关闭的矿

山和废弃的码头。由于工业水污染、废水和土壤污染，整个河流系统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过去的采矿活动导致地面下沉。

巨大的采矿废料堆遍布整个地区，使得该地区的形象非常糟糕，被看作是一个破旧的铁锈带和不健康的荒地，这些因素完

全无法吸引潜在的投资者

1988 年，北威州政府启动了埃姆舍尔公园计划，开展了埃姆舍尔河水系的景观整治、自然保护和经济与城市发展工作，

目的是将该地区的形象从“铁锈带”转变为“绿色的现代化大都市”。该计划以 10 年为时间框架确保了转变不仅集中在单

个建筑解决方案上，还应解决更高层面的城市和景观项目问题。它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以开展所需的跨学科规划进程。

这一项目由埃姆舍尔公园公司管理，这是一家由北威州政府创建的公司。它呼吁政府、公司、建筑师、市民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规划过程，并就五个主题提出项目建议。它与鲁尔地区协会和州政府合作，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协助地方团体。

项目结束后，鲁尔区项目公司（一家为促进鲁尔区各个项目而成立的公司）接管了项目管理，并开始制定 2010 年的后续总

体规划。埃姆舍尔公园项目的资金来自多个方面：埃姆舍尔公园有限公司获得了 1800 万欧元的初始资金。从 1991 年起，

州政府通过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国家基金对该项目进行支持。10 年间，120 个项目得以落地，投资总额达 50 亿马克（44
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公共预算（Ackermann 2019）。

这一公私合营项目设定了五大规划主题作为项目实施的基础。 

1. 修建埃姆舍尔景观公园（320 平方公里）——将工业“空地”的再生与该地区现有的七条绿化带相结合；

2. 埃姆舍尔河系统的生态修复——在 30 年内彻底重建 350 公里被污染的河道并使之重新自然化；

3. 为旧的工业建筑和工业遗迹开发新的用途——为拆除旧的矿山、钢铁厂或工厂寻找替代办法；

4. 发展“工作在园区”概念——在废弃的工业场地上建立 22 个科技中心，创造新的工作场所； 

5. 推动新的住房和综合地区发展——按照生态和美学的高标准翻新或建造 6000 栋住宅；

埃姆舍尔景观公园是该地区的中心景观重建项目。在第一个十年中，项目重点是休闲和旅游发展。随后的 2010 年景观

总体规划强调了发展高科技园区、城市农业和城市林业的长期战略。 

鉴于埃姆舍尔河有 80 公里长的河流和 350 公里长的支流，该系统的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到 20 世纪 80 年代，

该河系已成为一个运河化的开放式污水网络。埃姆舍尔公园项目修建了新的分散式污水处理厂和 400公里的新地下污水渠，

河流及其支流得到清理、整治和恢复。河道的重新治理推动了沿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包括旧房屋的翻新和新住宅区的建设。

投资总额达 45 亿欧元，埃姆舍尔河改造项目也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Reutter 等，2017)

修复工作也延伸到了废弃的工业区。通过国家和州政府以及欧洲联盟方案提供的公共资金，这些工业区得到了修复和

重新开发，并由此修建了一连串的工业文化遗迹，如下图所示。文化活动也被纳入了项目发展中，如“鲁尔三年展”，即

一个艺术文化节。2010 年，鲁尔大都市区被授予“欧洲文化之都”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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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导致人们对工作场所有了新的要求。 “工作在园区”这一概念侧重于将以前的矿区或钢铁厂改造成有吸引力、

可持续和现代化的工作场所，这对居住区的整修和按照高能效标准建造的新住宅区给予了很大支持。埃姆舍尔地区的多个

位于郊区废弃公园和传统工人居住区得到了翻修。在这里，环境保护与建筑节能改造相结合，同时也关注住房的可负担性 (Keil
和 Wetterau，2013 年 )。

图 4. 奥伯豪森（图片：memomedia.de）

图 6. 杜伊斯堡内港（图片：flickr）

图 5. 杜伊斯堡 - 诺德景观公园（图片：kigorosa.de）

图 7.Zollverein 煤矿工业综合体（图片：Serviceportal-Bottrop.de）

图 2. 博特罗普市的四面体（图片：德国旅游局） 图 3 波鸿的世纪大厅 ( 图片：工业 - 工业文化 - 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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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城市层面上的落地

3.6.1 MR 示范城市 1：鲁尔创新城：示范城市博得罗普

结构变革的背景

博特罗普市面积为 101 平方公里，人口为 117383 人（2018 年）。与鲁尔区的许多城市一样，其经济在历史上依赖于

煤炭开采和重工业。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采矿业的衰弱，该市人口和工作岗位大幅度减少。20 世纪 80 年代，随

着产品包装、物流、工业和移动设备等新产业的出现，人口趋于稳定，但失业率仍高于德国平均水平。

在 1990 年代，该市采取了 " 小步骤、小公司 " 的办法，旨在吸引雇员不超过 600 人的中小企业，并让它们在该市落户。

到 2000 年代初，周边城市的几家大公司纷纷倒闭，煤矿开采造成的污染以及国家和州政府制定了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使该

市更加注重环境保护。

该市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重振当地经济的战略是制定一项基于娱乐、气候和知识三个主题的发展计划。这有助于将该市

转变为一个休闲胜地，建立新的娱乐和休闲设施。该市向气候保护和市政建筑的先进技术进行投资，鼓励知识转移和该地

高校提出的新想法，使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修复，并使该市成为该区域内公认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典范。2010 年，该

市因其制定的让居民广泛参与的低碳发展计划而获得了 " 鲁尔创新城市 " 的称号，该计划是由鲁尔倡议公司 (Initiativekreis 
Ruhr GmbH) 发起的竞赛，该公司是由鲁尔区 70 家公司组成的。该计划的重点不是建设全新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地区，而

是重塑市政、住房、交通、经济和能源部门，改造当地经济的最好方式应是建立在已有的能源系统知识基础上。但是，这

些系统将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而不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这为当地的服务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 

当博特罗普市最后剩下的煤矿在 2018 年关闭时，它已经转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如今，该市的失业率是该地区最

低的城市之一。

该市能源由两家大型私营能源公司供应：ELE Emscher Lippe GmbH（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和 Evonik Fernwärme GmbH（集

中供热）。当地有几个非常发达的集中供热网络。该市近 93% 的热能是由污水处理气和光伏发电的热电混合形式产生的。

虽然该市没有自己的市政能源设施，但它与私营能源公司合作，以改善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鼓励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

进行研发。

表 2. 博特罗普市的人口、经济和能源趋势

博特罗普市 能源转型初期的统计数字 * 最新的现有统计数据 *

人口 116,771 (2010)a 117,383 (2018)a

城市 GDP 22.98 亿欧元（2010 年）a 25.98 亿欧元（2017 年）a

失业率 8.5% (2010)a 6.9% (2019)a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226 套太阳能系统
5 台风力发电机
2 个沼气厂
2 个热电联产厂，由矿井气和污水气供给 
(2009 年，无装机容量数据 )b

1 100 个太阳能光伏系统 (24 兆瓦 )
10 台风力发电机（13 兆瓦）
5 个生物质热电联产厂 (2 兆瓦 )
7 个污水气体热电联产厂 (16 兆瓦 ) 
(2015)c

当地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量 4% (2009)b 11% (2015)c

* 请注意，这些数字是动态的。这些方案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份额只有 2009-2015 年的数据。虽然 2015 年的份额为 11%，但比 2009 年的基准

年提高了 275%。 
资料来源：astatistik.rvr.ruhr，博特罗普市（2011 年），cEnergiemap.info。



16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能源转型

图 8：2009 年至 2018 年博特罗普市与鲁尔区和北威州的就业趋势比较（rvr.ruhr）。

图 8 显示，10 年间，教学和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艺术、休闲和其他服务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而制造业的就

业人数则有所下降。

能源转型进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博特罗普市开始转向以可持续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经济。博特罗普市在这一时期发布了

第一批环境政策，并在城市规划部内设立了一个环境保护司，最初是为了解决采煤造成的污染问题，但后来该市开展了新

的节能活动，如公共建筑的市政能源管理等。1997 年，该市发布了能源规划方案，并因其节能措施获得欧洲能源金奖。

2010 年，该市因其在上述鲁尔倡议公司发起的竞赛中提出的低碳发展计划而被授予 " 创新城市鲁尔 - 博特罗普 "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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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竞赛向该地区各城市征集有能力在十年内将碳排放量减少 50% 的试点地区的发展建议，包括创新居民参与型措施。

博特罗普市提交的方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该市的建筑群、能源系统和社会结构都是典型的鲁尔区城市，具有可复制性。

该市的提案是对该市的七个试点地区进行现代化改造。在 2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 70,000 名居民和 14,500 栋建筑，这些

地区将成为气候友好型城市发展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实验室。 

2011 年，该市加入了《市长盟约》，从而加强了其通过系统性措施实现减排承诺的能力。同年，该市发布了《综合能

源和气候保护规划》(Integriertes Energie- und Klimaschutzkonzept - IEKK)，取代了先前的气候计划。IEKK概述了十个行动领域：

零排放、能源效率、创新、氢能、可再生能源、气候适应、交通、认识提升、信息和咨询服务、教育和网络。在与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下，根据其直接节约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为每个领域确定了适当的措施；启动了更多的提高能源效率

项目；扩大了交流网络。在预算和专有知识方面不需要进行融资与外部支持的项目被列为优先项目。 

博特罗普市成立了创新城市管理有限公司（ICM），以领导这个为期 10 年的项目，并作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主要联系

人。该公司由五个公共和私人股东组成：鲁尔倡议公司作为发起人，博特罗普市政作为主席，一家当地能源公司（BETREM 
Emscherbrennstoffe），一家工业和公共部门咨询公司（agiplan）和一家房地产公司（RAG Montan Immobilien）为股东。该

公司结合了城市规划经验、城市治理知识和项目管理能力。其二十五名员工在 2020 年共计协调约 300 个项目。

ICM 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份路线图，概述所有关键领域、目标和步骤，通过试点地区的气候保护措施实现减排目标。

在博特罗普市，ICM 委托一个由四家工程、规划和咨询公司组成的工作小组，制定低碳城市总体规划。该小组对试点地区

的社会、环境和物理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公开会议、与公司共同举办的规划研讨会以及网站就其所

在地区和城市的发展面貌提出意见。该工作小组为每个部门制定了工作内容。 

2014 年，一份长达 1300 页的“气候友好型城市再开发”总体规划制定完成，其中提出了 350 项措施。该总体规划主

要针对三个优先领域：(1) 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2) 促进私营部门发展，(3) 应对气候变化。总体规划显示了在城市哪些

地方可以实现最高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在哪些地方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活质量，以及住房、工作、能源、交通和城市规划

等部门的哪些措施和项目可以实现这一潜力（Reutter 等人，2017 年）。

图 9. 创新城市管理有限公司（ICM）的组织结构。资料来源：根据 Mendle 等人 2015 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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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实施个别现代化项目所需的服务和解决方案，ICM 组织了一个由当地企业家、建筑师和能源顾问组成的技术

合作平台。 

为了向环境技术和低碳城市再开发提供经验，该市所实施的项目均与科研机构保持密切合作。ICM 成立了一个科学咨

询委员会来指导这一项目进程，让主要参与者可以对经验与知识进行科学评估和转让，该委员会成员有 10 所大学和 9 个研

究机构。 

博特罗普市的战略包括能源系统升级和在整个城市的各个地区逐步整合低碳改进措施。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解决了各

区的具体问题。每个试点地区都有一名地区经理，负责协调所有城市改造升级、能源现代化、历史保护和社区参与的项目。

由社区成员组成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则代表当地利益，向建筑业主、租户和企业提供建议，使项目得以落地。 

该市与当地住房协会和企业密切合作，对大型公寓楼进行翻新：博特罗普市建筑与住房协会，名下拥有 2,000 套住房；

Vivawest 则是当地较大的公寓，拥有 6,000 套住房（Huber，2013 年）。这些项目通过简单但成本效益高的翻新技术极大地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一些能源供应商以及制造和工业公司也为城市发展进程做出了贡献，包括 E.ON、RWE、STEAG、Bayer、Viessmann、
Buderus、Stiebel Eltron 和 RAG 等。贡献的形式主要是项目共同出资、使用免费或优惠的材料、对技术知识或人员分配。虽

然大多数公司在项目中应用的是现有技术，但也有一些公司利用博特罗普市的现代化计划来测试和推广新产品和技术。在

其他行业，如地区公用事业和能源供应商也参与其中，其重点是提高当地集中供热和供电系统网络中的能源供应系统（如

热电联产）的效率，并与城市合作开发基于能源服务的新销售和商业模式。

在科学技术方面对博特罗普市能源转型做出贡献的分别是三个科研机构：鲁尔 - 西部应用科学研究所能源系统和能源

经济部重点研究分布式能源生产，特别是微型热电联产装置、可再生能源系统和智能电网。弗劳恩霍夫环境、安全和能源

技术研究所开发了一个基于指标的项目评估工具——衡量创新能力、可持续性、成功机会和市场规模等方面。伍珀塔尔气候、

环境和能源研究所则负责研究项目的协调和融资。

地方银行和北莱茵 - 威斯特伐利亚州银行也为项目融资提供了很大帮助。地方银行向土地所有者提供贷款产品，用于

建筑现代化翻新，并支持建筑公司定制节能商业模式。北威州银行为在商业银行未获得贷款的项目提供资金，特别是由住

房协会和市政当局实施的大型社会住房和公共领域项目。(Huber 2013)

创新城市管理有限公司（ICM）最初的资金来源是“鲁尔创新倡议”提供 100 万欧元的资金，从每年向合作伙伴订阅

信息的费用中获得进一步的收入。而具体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各种渠道。总的来说，该项目获得了欧盟结构性基金（ERDF）、

国家、市政和企业投资，以及国家研究和开发基金。当地企业受益于总计 1.1 亿欧元的投资（Reutter 等人，2017 年）。到

2020 年，约有 4.73 亿欧元投资用于低碳转型（Schepelmann，2018）。 

项目和成果

“气候友好型城市再开发 ”总规划构成了鲁尔区博特罗普市作为创新城市的基础。

最初的规划着重关注公共建筑和市政运营的节能，其次是城市建筑群的节能改造，特别针对 20 世纪 50-70 年代建造的

房屋。2011 年，该市成立了能源信息咨询中心（ZIB），指导住户和企业进行建筑改造和项目融资；还提供了包括能源消

耗分析和物业的热成像在内的技术服务，以帮助其制定改造计划。根据建筑物的类型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潜力，该市向业主

提供了高达 25% 的现代化费用。租户还可以获得补贴，购买新的高效电器。

该市还发起了 “未来家园 +”（ZUKUNFTSHÄUSER+）倡议，旨在促进该市能源自给自足建筑的发展。这些建筑产

生的能源多于使用的能源，通常是通过将可再生能源系统（如光伏和热泵）与低能耗建筑技术（如被动式太阳能建筑设计

和隔热）相结合来实现的。在与行业合作伙伴的联合下，该市开始与业主合作，以实现单户、多户和商业建筑的多余能量（剩

余发电量）目标。在北威州银行的财政支持下，该倡议帮助许多私人住宅和商业建筑都获得了剩余能源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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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范围内，该市与地方住房协会和住房行业伙伴合作，指导大型建筑的翻新工作，以确保其经济负担能力和社区

凝聚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住宅现代化对租金成本的影响，翻新中避免使用昂贵的保温材料和电梯，用新的供暖系统、

新的窗户和基本的保温材料取代旧的储热装置。对文化意义和文化传承的保护也非常重要，因此，城市致力于保护各个地

区的古建筑和住宅社区的社会结构。它确保社区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发展始终伴随着项目开发。据估计，2012年至2020年期间，

该市获得了 2300 万欧元的城市翻新补助（Reutter 等人 2017 年）。该市住宅现代化率达到每年 3%，远高于全国 1% 的水平。

博特罗普市的系统性能源翻新还涉及 2000 栋工业、贸易、商业、服务或公共设施的建筑。一开始，该市致力于提高自

身设施的能源效率，采购绿色电力。其在之后与企业合作，寻找节能潜力，贯彻节能实践，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作为 “零

排放园区”项目的一部分，该市要求企业及其研究伙伴，在工业和商业区可持续再开发的基础上，创造可复制的能源概念。

鼓励小公司通过在办公室和工厂屋顶安装光伏系统，在运营中使用太阳能，而大型工业则被敦促向城市提供供热网络的能

源盈余。在该市的推动下，博特罗普市的一些当地企业实现了高度的能源自给自足。

博特罗普市的市民非常积极地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当地的一个公民太阳能合作社 Sonnenkraft eG 开始租赁市政厅和

学校等公共建筑的屋顶区域，用于安装光伏板。这个大获成功的计划支持公民进行投资以获得固定回报。个人家庭选择在

屋顶上安装小规模的太阳能光伏或太阳能热板，而农民则倾向于投资更大型的光伏系统、沼气热电联产厂或农场的风力涡

轮机。

在市政层面，该市支持整合一系列可再生能源系统，如政府大楼的太阳能和电池储存系统、城市垃圾填埋场的光伏板

以及公路沿线的隔音屏障。它是鲁尔区第一个建立风能规划区的城镇。它与开发商合作，在所有新的住宅区为住宅提供地

热系统。

该市还在地区供热网络中寻求替代能源，以消除化石燃料。2007 年，公共水管理协会 “Emschergenossenschaft ”开始

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气体转化为氢气。氢气被送入燃料电池热电联产厂，为学校和公共游泳池提供供暖，也被用于公

共汽车的燃料。从 2010 年开始，污水污泥被用作城市焚烧厂的生物质材料和沼气源，为几个微型热电联产厂提供燃料。此

后，该市也陆续开发了其他能源。2018 年，一个由当地大学、顾问和矿业运营商组成的团队开始计划将博特罗普市的前地

下煤矿变成一个 200MW 抽水蓄能水电站。通过矿井脚下的涡轮机释放矿井上层到下层的储水，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来

平衡弥补 40 多万户家庭的电力不稳定的情况。将水加热至 40 度，水的热能还可用于区域供暖。

该市还参与了多项欧盟资助的能源研究项目。在 “100 个热电联产系统 ”项目（2013-2016 年）中，该市力图扩大微

型热电联产系统在市区内家庭和公司的使用情况。在 “双需求现场管理 ”项目（2011-2014 年）中，该市与亚琛工业大学

合作，通过虚拟电网将建筑和城市区域的储能系统连接起来，以便在管理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流的同时，管理其他外部能源

供应。

博特罗普市的能源转型战略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a）建立意识，b）提供实用信息，c）动员社区。该市开展了各种活

动，并举办了 “创新城市日”和社区研讨会等活动，以激励不同想法并鼓励反馈。它与学校和大学合作，创造了以气候保

护和能源转型为目标的学习环境。可持续建筑施工和能源效率课程被纳入当地技术学院的课程。中学也围绕环境和气候教

育组织了扩展项目。

生态交通是能源转型过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该市通过安装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场地，促进电动汽车的共享，并引进

了燃料电池驱动的公共汽车，以减少交通中的排放。该市还建设并扩建了自行车道，扩大了公共交通网络。该市参加的“可

持续的城市卡车路线 ”项目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其可根据对交通和道路状况的电子跟踪，帮助重型货物运输卡车在城市

中找到最快捷和最节能的路线。

为了适应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该市开展了一系列整合了城市绿化、开放空间开发和水资源管理的城市项目。与

节约能源一样，市政府同样重视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其通过建立绿色开放空间来解决商业和工业园区的雨水管理问题，

以便排水和蓄水，从而减少需要处理的雨水量，并节约能源。博特罗普市总体规划也涵盖了暴雨研究、缺陷分析和绿色基

础设施综合发展概念。自 2010 年以来，博特罗普已实施了约 370 个单独项目。到 2015 年，这些措施和项目已使二氧化碳

排放量减少了约 10 万吨，相当于比 2010 年的排放水平减少了 38%（Schepelman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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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在这一进程的开始，居民、企业和市政实体并不清楚 ICM 作为管理公司在这项公开透明的创新城市计划中的角色和任

务，因此许多人对这一项目表示怀疑。尤其是本地企业起初对项目所作出的承诺很犹豫。只有对组织结构进行更好的解释，

并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和高效后，才使得大家提高了对项目的信心，由此增加了当地的 “认同感”。在

ICM 作为一个项目办公室在项目具体实施中的有效指挥是有目共睹的。

当博特罗普市被授予 “创新城市 ”的称号时，市民们希望能即刻从中获利，如为他们的家庭提供免费的现代化技术或

免费系统。为各个地区提出创意的人们也都希望自己的愿景能够被看见。然而，由于公共预算的限制和立法的限制，这是

不可能的。为了满足这些期望，ICM 通过媒体来仔细描述该项目，以这种宣传方式说服市民从更小但更实用的项目开始，

如能源咨询中心、电动自行车共享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举措。

尽管各方参与城市能源转型计划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市政府的推动，但由于担

心过于依赖大型项目，企业起初还是倾向于拒绝与之合作。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市政府多次与当地企业接触，制定小型的、

个性化的能源概念，并指出能源和成本节约的潜力。在 ICM 的鼓励下，很快就有许多中小企业投资这一系列提高效率和可

再生能源的措施。

在城市管理层面，并不是每个地方政治家都同样相信这个提议项目。ICM 公司通过向议员们提供必要的项目信息、组

织能源专家研讨会、以及只实施在气候保护方面有实际效益的项目等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由于博特罗普市市长以前曾是

一名城市规划师，他也能更容易协调城市发展的一般政治利益与总体规划的城市规划和能源目标。

在 “创新城市 ”计划之前，由于城市管理部门并不拥有当地能源公用事业的所有权或股份，因此对当地能源供应系统

的改造和创新能力相当低。与鲁尔区较大的主要城市较为普遍的市政公用事业相比，博特罗普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历史上一

直依赖于两家私营的地方能源供应和地区供热公司。因此，该市对当地能源系统实施技术变革的能力非常有限。但通过与

这两家公司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该市能够制定能源和空间规划政策，促进地区供热网络效率的提高，并在该市的热电联

产系统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该市面临着诸多挑战。其必须找到以可持续的方式以翻新多种类型的建筑，并确保特定区域的

历史特征得到保护。其必须确定对多户住宅进行适当的、最佳的升级工作水平，以避免造成租金的大幅上涨；以及找到新

的方法来促进能源效率贷款。最初所推出贷款是为了帮助土地所有者进行装修工程。尽管简化了程序，取消了抵押要求，

但贷款需求仍然很低。

博特罗普市的市级能源咨询中心有效地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但该市仍然只是有个别业主自愿到中心咨询。因此，小

型住宅、商业和零售物业的现代化率仅为中等水平。为此，市政府聘请了社区经理，直接与业主接触，帮助他们提高对建

筑改造中节约能源成本潜力的认识，并将他们介绍给能源咨询中心，以此作为主要的支持手段。

在空间规划和其他繁文缛节方面存在挑战。市民对投资屋顶光伏项目的强烈兴趣，促使当地社区太阳能合作社探索扩

大投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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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MR 示范城市 2: 欧洲绿色之都——埃森

结构变化的背景

埃森市位于鲁尔区的中心，面积 21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8.3 万（2018 年）。其以前是欧洲最大的煤矿城市。1986 年，

Zollverein 煤矿的关闭结束了该市近 600 年的采矿历史。

该市部署了城市发展项目，以振兴当地经济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989 年，当埃姆舍尔公园计划启动时，以前的工业

用地首次开放用作新的用途。该市借此机会通过多个主题，重新塑造了新的形象：作为杰出的会议之城、购物之城、大学

中心以及欧洲的文化和绿色之都。

该市根据能源效率和 “绿色 ”及 “蓝色 ”基础设施（景观和水系统）的原则，将数百公顷的工业用地改造成可持续的生活、

办公、文化和娱乐空间。项目花费了 3 亿欧元，建成了新的零售和办公空间，以及一个带有绿色、住宅和商业区域的新的

大学区。2020 年投资将达到约 15 亿欧元。

埃森市是鲁尔地区的服务和金融中心；其新经济以知识和服务为导向。在德国 100 家最大的电力工业、钢铁工程和零

售业公司中，有 10 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这里。四分之三的劳动人口在行政管理、服务行业和商业领域就业。该市在绿色能源

转型方面的重大投资带来了约 13000 个新的绿色就业机会。该市于 2010 年被评为 “欧洲文化之都”，由此也展示了文化

多样性对城市发展的贡献；2015 年被评为 “2017 欧洲绿色之都”，以表彰其在气候保护和环境再生方面的成就。

目前，该市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商业博览会和会议举办城市，并拥有许多文化机构，如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和剧院等，

其中许多机构都是由私人基金会资助的。这座城市在环境方面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3,100 公顷的公园和绿地；95% 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绿地 300 米以内；376 公里的自行车道。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没有开设生活垃圾填埋场（EGC 2017）。

埃森在气候保护、城市更新、经济多元化、创造就业和社区凝聚力等方面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其能源系统方面，所有服务包括天然气、水、污水、电力、服务和港口运营都由埃森市的市政公用事业公司

Stadtwerke Essen AG 提供和管理。该公司目前由 Essener Versorgungs- und Verkehrsgesellschaft mbH（市政公共服务供应和运输

公司，占 51%）、Westnetz GmbH（配电网络公司，占 29%）和 Thüga Aktiengesellschaft（燃气和电力供应公司，占 20%）

共同拥有。埃森拥有一个高性能的区域供热网络，其中 90% 以上是热电联产。埃森——卡尔纳普垃圾焚烧厂是该地区最重

要的供热企业，其提供了超过 76% 的地区供热。（埃森市，2015b）

表 3. 埃森的人口、经济和能源概况 

埃森 能源转型初期的统计数据 * 最新的现有统计数据 *

人口 574,635 (2010) d 583,109 (2018) d

城市 GDP € 235.16 亿欧元 (2010) d € 246.47 亿欧元 (2017) d

失业率 12% (2010) d 10.1% (2019) d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380 个太阳能光伏电站 (2.88 MW)
5 个水电站 (19.1 MW)
3 个生物质电厂 (0.847 MW)
(2009)e

1 533 个太阳能光伏电站 (19 MW)
5 个水电站 (8 MW)
10 个生物质电厂 (6 MW)
3 座污水气体热电厂 (0 MW) 
(2015)f

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 1.24% (2011)g 2% (2015)f

* 请注意，这些数字代表了一个非常动态的画面一览，这些计划只是相对最近才开始的，且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只涵盖 2010-2015 年。 而 2015 年的份额为 2%，

这代表着比 2011 年的基准年增长了 162%。资料来源：dstatistik.rvr.ruhr, eCity of Essen (2009), fEnergymap.info, gCity of Ess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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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埃森市与鲁尔区和北威州 2009 年至 2018 年的就业趋势比较 (rvr.ruhr).

图 10 显示，10 年间，埃森在房地产、住宅开发、科技领域的工作岗位大幅增加，而制造业、建筑业和行政管理部门

的工作则有所下降。

能源转型过程和代理商

埃森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采用了气候敏感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方法，其参与了 IBA 的 Emscher 公园项目（详见 3.6.1
节）。与博特罗普市一样，埃森市的能源转型也是出于对污染问题的关注，以及寻找煤炭和钢铁经济的替代品。

2009 年，该市发布了第一个综合能源和气候保护概念（Integriertes Energie- und Klimaschutzkonzept - IEKK）。该概念最

初包括 133 项行动，并在 2013 年进行了调整和扩展。其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40%，到 2050 年减

少 95%。行动将由一个名为 “Klima|werk|stadt|essen”（埃森市气候组织 KWSE）的政策和行动平台指导；该平台由埃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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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以协调可持续和气候友好型城市发展的项目。到 2010 年，埃森加入了 “市长公约”，并赢得了欧洲能源奖和德国

教育和研究部组织的节能城市竞赛。2013 年，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气候保护法将环境和气候保护作为城市的法定任务。

更新后的 IEKK 概述了 5 年内要实施的 160 项行动。这些行动分为五个领域：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热电联产、低

碳交通、绿色城市发展和水敏感城市设计。一些较早的气候保护举措已经在实施中了；行动中将继续实施这些措施，并辅

以气候适应措施。项目实施过程中还考虑了气候适应的复杂性增加；这一部分由该市设立的 “城市发展和气候影响适应 ”
跨学科特别小组负责管理。该团队的任务是评估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确定城市和地区层面的适应要求；概述地方适

应战略；以及在示范区内为建筑结构、开放空间和城市规划制定未来计划。（umweltbundesamt.de）

IEKK 的实施由 KWSE 工作组协调。它由该市市长办公室、市环境办公室、市公共服务供应和运输协会（EVV）以及

一些公司和组织组成，包括市政公用事业机构、市住房协会、市绿地集团（GGE）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通过 KWSE 可不

断监管并不断增加新的项目，且其都遵循着具有明确的气候和能源里程碑的时间表。KWSE 还激励社区团体、学校、公司、

工业和行业展示项目成果，并相互学习。

图 11. 埃森综合能源和气候概念的组织结构。资料来源：埃森市（2015a）

2012 年，市政府在环境部内成立了埃森气候署，作为 KWSE 的中心联络点。该机构的任务是协调与气候保护和当地能

源转型有关的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能源咨询和服务；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网络；以及组织环境活动和运动。作为一个独

立的实体，该机构不需要对任何主要的赞助商或利益客户做出承诺，这样也保证了其具有鼓励当地公民、公司（如行业、

建筑专家、市政服务提供者）和其他行为者（如协会、利益集团）参与所需的可信度。该机构主要作为一个项目资助机构，

并得到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支持。

埃森气候机构和 KWSE 在埃森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市的战略是通过节约电力和供暖的能源，并利用

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能源系统的低碳化。其看到了建筑部门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巨大潜力，并在气候署管理的埃森节

能服务机构的协助下，由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气候倡议研究计划提供资金，开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能源咨询服务。同时，

与当地能源专家合作，帮助楼主进行节能改造。该市开始在市政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并利用生物质热电联产来满足市政

物业的供暖需求。在国家和区域的财政支持下，市住房协会和地方住房合作社对社会住房进行了翻修。在市政房地产方面

的工作，如建筑改造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安装，也由该市在国家的支持下提供资金。（埃森市，2015 年 b）

该市与各区域协会和当地的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合作，在其热电联产系统中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大大提高了该

系统的效率，同时，努力革新当地电网。例如，其与地区水务协会合作，通过将埃森 /博特罗普污水处理厂改造成混合动力厂，

	

能源和气候保护委员会

由 13 个来自不同群体的代表组成

与城市埃森的对话

（咨询团队 & 外部参与者）

• 能源公用事业单位

• 市民团体

• 公司

• 大学 / 研究机构

• 环境和消费者协会

• 其他社会团体

协调组织

市长办公室、市政管理委员会、城市公共事业公司、
埃森市公用与运输协会（EW）

信息 &

公关团队 监管小组

建筑 流动性 可再生能源 城市发展 /
改造

气候署

管理小组

EW、市环境办公室、市规划办公室、市可
再生能源办公室、招商局、城市机构、杜

伊斯堡埃森大学

行动小组 KWSE
EW、市环境办公室、市规划办公室、市属
公司（埃森市公用事业公司、Allbau公司、

GGE）、伊斯堡埃森大学

能力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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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地区污水热能。这项举措增加了城市的供热能力。2012 年，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建立了一座生物质能供热厂。2013 年，

市政区域供热公司 STEAG Fernwärme 将现有的燃气供热厂改造为生物甲烷热电联产厂。2014 年，世界上最长的超导电缆被

建成——埃森电网，作为向市区供电的试验田。

有限的市政预算意味着该市没有直接资助环境进行研究与开发。作为解决方案，其将市政财产的使用权分配给项目联

合体，为项目提供行政服务，帮助与基金会谈判融资，并协调寻找商业伙伴。

埃森市还开发了一系列项目，帮助工业、行业和小企业节约能源，从而节约成本。向当地企业提供财政资助，用于建

设节能生产设施。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DGNB）和气候联盟（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气候行动的城市网络）也为企业提

供了认证激励。埃森市的许多企业已经从 ÖKOPROFIT® 中受益，其是一种城市用来帮助当地企业减少废料、原材料、水和

能源成本的方法。

该市通可持续能源行动计划（SEAP）和欧洲能源奖（eea®）指导和记录各项措施和项目进展情况。与官方所概述的城

市能源和排放目标、政策和措施的 IEKK 相比，SEAP 提供了一个更详细的时间表，说明了能源项目和活动的内容、方式、

由谁来实施和管理。简而言之，它规定了具体的行动、责任和时间。而欧洲能源署，则是以这个框架通过根据一系列标准

对项目进行评分，帮助评估该市能源战略的成功程度。这些标准的总和决定了该市获得欧洲能源奖的资格。这种系统化的

报告过程真正推动了城市能源转型的发展，因为它激励了项目的改进和实施。

项目和成果

最初的项目和措施主要集中在市政建筑翻新和能源管理、货物和服务的可持续采购、能源咨询服务和社会住房现代化上。

市政运营中的节能对于降低成本和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该市首先对所有市政建筑的能源消耗进行监测，并为其工作

人员开设了能效设施管理培训课程。它在能源承包的框架内，为市政能源系统开发了创新的融资模式。例如，市政厅的制

冷系统是通过外包冷却能源运行的，这有助于减少 50% 以上的能源消耗。该市还在幼儿园、学校建筑、消防站和体育设施

等所有市政建筑的改造和新建中实施了被动房标准。2010 年至 2015 年，在国家和地区资助计划的支持下，该市在市政建筑

改造方面的投资超过 7000万欧元（埃森市 2015a）。该市还对街道照明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计划，投资了高压钠灯和 LED照明。

埃森市的建筑业主在能源现代化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埃森气候机构的支持，从初步建议和分析到规划、融资和实

施改造。对于低收入家庭，市节能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能源咨询服务。作为补贴就业计划的一部分，个人也可在此接受培训，

成为能源顾问。2013 年，该市和区域公用事业公司 RWE 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航拍，以显示屋顶的热损失。建筑物业主

可以要求市政府提供热成像信息，以帮助指导隔热和改造工程。

埃森气候局与当地住房 / 建筑实体合作，对大型多户住宅楼进行能源改造。通过这些地区一级的项目，老旧的非峰值

储热系统逐步转为集中供热系统。该机构还与当地企业合作，在公司活动中实施高效措施，以减少其能源和资源消耗。由

于在可持续建筑建设和能源技术实施方面所付出的格外努力，许多当地企业都获得了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DGNB）和

气候联盟的认证。

直到 2000 年德国提出能源转型的需求，城市才开始真正重视可再生能源。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就有一些

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装置，但这些装置大多是私人拥有的小型屋顶系统。该市推出了自己的综合气候和能源概念，才标

志着协调一致的系统实施的真正开始。这包括扩大太阳能光伏和太阳热能的使用；提高当地热电联产和区域供热网络的能

源效率；将城市热电联产系统的能源从化石燃料（煤或天然气）转向可再生能源（沼气或生物质）。

在这一过程开始时，该市通过在其市政建筑中尽可能地利用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为其社区和企业树立

了榜样；并在市政屋顶上安装了光伏系统。太阳能——热能，以及通过木质颗粒和生物质热电联产系统为当地供暖有助于

满足市政供热需求。2013年，市政府开始购买以水电为基础的经认证的绿色电力（75%），从而实现了 100%的再生资源用电。

所有项目都是通过城市预算以及与市属能源公司签订的能源采购和供应合同进行融资。

该市的许多建筑物的屋顶表面都可用于建设社区光伏装置。且该计划允许没有物业的当地公民在市内投资气候保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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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010 年，该市发布了《太阳能屋顶市政登记册》，允许建筑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了解他们的屋顶是否适合安装光伏或太

阳能热装置。其旨在鼓励社区、企业和行业对太阳能系统进行更多投资。

埃森有一个基于生物质、沼气、废水和垃圾焚烧为燃料的热电联产的高性能区域供热网络；有两个基于可再生能源的

项目值得关注。2012 年，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安装了一个燃气生物质供热厂（投资 440 万欧元），这个供热厂的木材废料都

来自该地区的公园和林地。2013 年，市政区域供热公司将一个供热厂改造为生物甲烷热电厂。该厂所配别的一个具有吸收

式制冷能力的紧凑型系统使其也能生产冷却能源。

到 2013 年，埃森市内拥有总容量为 16.5MWp 的超过 1400 个光伏系统，用于分散式发电。当年 13.7% 的发电量都来

自当地的可再生能源（70 GWh）和热电联产（346.2 GWh）。总得来说，太阳能热能和地热能发展势头最为强劲，市域内

现有超过 700 台地热井下换热器（埃森市 2015b）。

能源分配方面，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区域公用事业公司 RWE 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超导电缆并入埃森电网。

该项目被称为 “AmpaCity ”项目，其于 2014 年进行，是未来城市中心能源供应的实地测试的一部分。这条电缆被认为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电缆，它连接了埃森市中心的两个变电站，代表了最新的节省空间的节能技术——在极少的能量损

失下，可以传输 5 倍的电力。该项目由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能源研究部门共同资助，总费用为 1350 万欧元（Merschel et al 
2013）。

该市制定了能源优化的城市规划指南，以进一步推动其能源转型；并启动了一个庭院和外墙现代化项目，为建筑施工

以及市政物业的销售或租赁制定了能源相关标准。它确保所有新的住宅开发项目都按照 “被动式房屋 ”的标准建造，这意

味着由于保温水平很高，其只需要很少的额外能源，且新的住宅区都与当地的区域供热网络连接。受益地区被称为 “气候

保护街区”。埃森市还实施了一项低碳交通战略，其被视为当地经济转型的关键；着重关注：在交通系统中实现公平的模

式划分；鼓励行人化；建立快速交通路线和交通枢纽；加强交通共享和公共交通；开发交通管理应用；以及建立电动汽车

的基础设施。

低碳交通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该市参与了莱茵——鲁尔快车项目，在鲁尔区主要城市之间建立了新型、更快和更

频繁的火车路线。并由此成功地建立了综合交通站，将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服务、自行车共享、汽车共享和出租车结合起来。

除了票务综合，该设施也使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变得简单方便。在德国环境部国家气候倡议的共同资助下，这些车站

大大提高了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该市还成功地扩展了其公共交通队伍，其采购了 27 辆新的有轨电车和一辆混合动力巴士，

加快了新的电车和公交线路的建立，安装了 5 个天然气燃料站和 80 个公共电动充电站，供几家电动汽车共享公司使用（埃

森市，2015c）。

挑战 

该市在寻求结构改革和实施其综合能源和气候概念方面都面临着若干挑战；主要的挑战涉及地区不平等、社区缺乏对

能源或能源系统的了解、金融和市政债务、住房和租赁规则以及工业污染。由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从埃森工业活动的高峰

期到经济低谷期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一些经济和基础设施的不平等。例如，与新的城市住房开发建设相比，对前工人居住区

的整修的关注滞后。对住房现代化的关注被对工业文化园区改造的更大兴趣所取代。这种不平衡最终通过外部结构性项目

得到了纠正，如 IBA Emscher 公园项目。该项目优先考虑旧城区的历史性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项目甚至帮助城市实

现了自身每年 3% 的能源改造目标。州政府的 “社会综合城市 ”计划所提供的资金也极大地激励了该市将工业文化园区的

发展与城市住宅的改造相结合。

尽管推出了 IEKK，但许多业主仍然不知道城市所提供的能源服务。因此，节能潜力、可用的能源系统类型以及可用于

建筑现代化的补助金并不广为人知。对复杂的，大型市政公用事业相关的热电联产和区域供热网络仍认识不足。分散式热

电联产技术对其最相关的目标群体中还十分陌生：私人住宅业主、住房公司和企业。该市通过利用市政公用事业与其能源

客户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公用事业公司定期的能源账单和宣传，城市能够不断地告

知和提醒居民、企业和行业各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机会，以及城市能源咨询中心的存在，以帮助其获得直接的帮助。 

埃森的城市规划法规禁止住房公司成为能源生产者。住房协会的规定往往限制在多层住宅楼的外墙和阳台上安装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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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由于市政府规定的租金上限，对房产进行改造的房主不能按翻新成本提高租金。由于现有的出租房数量已经很多，

尤其是在结构较弱的地区，对此类房屋的需求较低，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市试图重新审视其住房政策，

包括租户个人安装太阳能装置、住房协会管理建筑物集体能源系统的能力，以及实际上激励建筑物现代化的翻新房屋的租

金规则。

长期的高失业率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投资导致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在早期阶段，市政预算太少，无法在城市中系统地

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建筑物业主通常只能自己承担能源系统的费用。通过上网电价和资金补贴也不足以扩大安装数量。

随着所支付的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可再生能源法》）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减少，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幸运的是，埃

森市能够通过其他州、国家和欧盟项目获得一系列的融资选择。社区太阳能协会、能源合同和埃森 Mercator 基金会的项目

融资也提供了其他融资模式，帮助该市实施环境和能源项目。国家 “经济刺激计划 II ”也为埃森市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帮

助该市度过了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并实施了气候保护战略。

尽管该市在景观恢复计划方面取得了成功，使河流重新自然化，极大地改善了地下水和河流水质，工业污染对埃森的

环境造成的影响仍是持久的。为了维护这些再生的水道，从废弃的前煤矿中持续抽吸去污水变得至关重要。抽水可以补偿

土地沉降，防止矿井水污染含水层，并防止大面积的洪水。为此每年花费的费用为 3.3 亿欧元，抽水站的维护工作由 RAG
基金会承担。该基金会以前是鲁尔区的一家煤矿巨头，如今是德国最富有的投资公司之一。虽然这一进程对市政预算的影

响微乎其微，但这些抽水站的存在时刻提醒城市在进行城市发展项目时，必须时刻关注地面情况。不仅在埃森，而且在整

个鲁尔地区，抽水都是一项长期任务：只要该地区有水和文明，就必须 “永远 ”进行抽水。

恰恰是在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交通和建筑密度增加的时候，景观整治和管理的优先地位转移了人们对碳减排的关注。

幸运的是，随着空间、能源和交通规划政策的调整，以及与周边城市在项目上的合作，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城市排放目标的

设定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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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MR 示范城市 3：多特蒙德能源转型总体规划

结构变化的背景

多特蒙德是鲁尔都市圈最大的城市，也是德国第八大城市。它的面积为 280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58.7 万。多特

蒙德在市内煤炭和钢铁工业消亡后，也开始了结构转型。第一批转型举措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尤其是新技术、研发、

保险和金融服务业。

新技术领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中技术机构的发展。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最早成立于 1968 年，随后在 1971 年

成立了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1985年，多特蒙德技术中心在该大学成立，其也是年轻企业的孵化器和成熟企业的新研发部门。

该中心的成功和初创企业数量的增加，促使多特蒙德科技园于 1988 年成立。科技园最初的重点是工业生产和环境管理技术；

后来，它扩展到 IT、生物医药、物流、机器人和微系统等领域。技术大学、技术中心和科技园在学术、测试和生产能力方面，

都展开了针对新产品研发的合作。

1997 年，埃森最大的两家钢铁公司克虏伯——霍希公司和蒂森公司的业务合并，随后于 1999 年完全合并重组，这导

致了数千人失业。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市政府决定与该公司以及北威州政府和工会合作，制定所谓的 “多

特蒙德战略”。该计划旨在通过对中小型 IT 和技术企业进行重大投资，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来自欧洲、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 2 亿欧元的补贴下，该地成功建立了几个新的技术集群。

如今，多特蒙德的经济以 IT、物流、微系统技术和电子商务等高科技领域为特色。这些领域的 1400 多家公司雇佣了

37000 多名员工（ICLEI，2016）。该市也成为了周边区域制造业经济的服务中心。许多大型的前煤炭和钢铁场地被用作新

的物流、配送中心的开发区域。支撑多特蒙德新经济发展的能源系统由公用事业公司 DEW21 负责维护；该公司为多特蒙

德市提供了天然气、电力、热力和水资源。该公司目前的股东是多特蒙德城市公用事业公司 DSW21（60%）和能源公司

Innogy SE（40%）。通过子公司，DSW21 还涉足了交通、电信、信息技术、住房建设和城市发展等领域。

表 4. 多特蒙德的人口、经济和能源趋势汇总

多特蒙德 能源转型初期的统计数据 * 最新的现有统计数据 *

人口 580,444 (2010)h 587,010 (2018)h

城市 GDP € 180.98 亿欧元 (2010)h € 219.42 亿欧元 (2010)h

失业率 13.1% (2010)h 10.1% (2019)h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1,520 个太阳能光伏系统 (12.6 MW)
1 1,890 个太阳能热能系统 (4000 MWh/a)
7 个风力发电厂 (11 MW)
3 个填埋气体热电联产厂 (5.4 MW)
2 个污水气体热电联产厂 (2.6 MW) 
2 个生物质热电联产厂 (250 kW)
300 个热泵系统 (3.5 MW)
(2009)i

3,287 个太阳能光伏系统 (36 MW)
( 没有关于太阳能热能系统的新数据 )
7 个风力发电厂 (11 MW)
( 没有关于填埋气体热电联产厂的新数据 )
12 个污水气体热电联产厂 (17 MW) 
7 生物质热电联产厂 (2 MW) (2015)j
650 个热泵系统
(2018)k

当地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 1.1% (2009)i 3% (2015)j

* 请注意，这些数字代表了一个非常动态的画面一览，这些计划只是相对最近才开始的，且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只涵盖 2010-2015 年。 而 2015 年的份额为 3%，

这代表着比 2009 年的基准年增长了 273%。来源：hstatistik.rvr.ruhr, iCity of Dortmund (2011), jEnergymap.info, kdortmu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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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显示，10 年间，该市与房地产、住房、科技相关的工作岗位上升势头非常强劲，与运输和仓储、IT、通信相关

的行业也在不断增长。

能源转型过程和代理商

该市在 1993 年首次加入气候联盟时就开始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重工业造成的污染日益严重，导致在多特蒙德

生活和工作变得影响健康，毫无吸引力。因此，环境和气候保护是一个关键问题。移民问题和城市无法吸引新的公司入驻

影响了城市的经济。伴随着 1996 年气候保护概念的建立，该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措施，并开始检测二氧化碳排放。

2002 年，该市调整了土地使用计划 “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概念”，将气候稳定措施纳入其中。到 2010 年，在全市范围

内征求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意见，推出了 “多特蒙德气候保护计划”。目标是到 202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1990 年的数值减少 40%。在最初提出的 100 项措施中，有 50 项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在 10 年内实现目标的优先措施。这些措

施将通过三个子项目来实现。 (1) 多特蒙德 2020 年气候保护行动方案，(2) 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服务中心 (DLZE)，(3) 扩大

可再生能源和改善供热基础设施的战略。

图 12. 多特蒙德市与鲁尔区和北威州 2009 年至 2018 年的就业趋势比较 (rvr.r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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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服务中心”( 德语缩写：DLZE) 由该市市政府创建，负责管理气候保护行动计划。其主要职责

为建立利益相关者网络，作为中央能源信息和咨询中心，帮助准备议会决策，策划公共关系活动，并主办建筑现代化的培

训活动。“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咨询小组”（德语缩写：KEK）负责协调和沟通气候计划的内容。该小组由市政机构、市

政供应和代理公司、工商会和手工业会的代表组成。市长办公室的 “公民社会利益部 ”则负责帮助促进公众参与度。该部

门由公民倡议监察员办公室和 KEK 公司小组组成；其汇集了科学知识、商业和贸易的实践经验以及公民的意见，以便在能

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流动性方面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图 13. 多特蒙德气候保护和能源转型计划的组织结构。资料来源：Rettberg（2014）

参与的不同群体对许多其他群体又产生了影响，并提供了信息，从而提高了气候保护计划的透明度和接受度。通过对

话活动和研讨会提出的许多项目得到了咨询委员会的批准，并由当地企业参与的联合体实施。这使项目都更受重视，因为

它促进了实际进展，并在不增加市政资金的情况下维持了地方经济。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BMWi 和 BMU，2010 年）的启动给德国许多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多特蒙德来说，这意味

着调整能源供应的必要性，使其最终变得安全、可持续，且经济上可行。由于多特蒙德作为一个前工业城市长期依赖煤炭

和大型集中式能源基础设施，这可谓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要建立一个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灵活的现代能源系统，需要新

的专业知识、大量投资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

2014年，市政府发布了《多特蒙德能源转型总体规划》，作为所有城市部门进行能源转型的基础。该总体规划扩大了 “2020
年气候保护行动计划 ”的范围和预算，以便通过一系列科技、经济和社会措施，更广泛地实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其

为公民、科学家、能源行业、工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框架；其将能源转型的概念纳入多特蒙德的技术和创新集群，

确保转型措施与该市开展的其他行动方案相一致，帮助关注能源教育和能源贫困等问题，并促进城市、地区和欧洲层面的

相关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其目标也与多特蒙德的智慧城市战略和交通战略融合。

多特蒙德能
源转型协调
委员会

多特蒙德能源转型
控制中心（LED） 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咨询小组（KEK）

市政部门

公民倡议检察员
办公室

市长办公室

能源转型办公室

多特蒙德气候保护计划 2020

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服务中心
（DLZE）

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改善供热
基础设施的战略

公民社会
利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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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蒙德市创建了 “多特蒙德能源转型控制中心”(Leitstelle Energiewende Dortmund - LED)，以实施能源转型总体规划。

作为中央项目控制中心，它须确保项目 a) 创新和协调；b) 包括来自商业、科学和社区的互补性合作伙伴；c) 促进城乡合作；

d) 获得必要的资金。它同时为咨询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提供技术报告；并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公关活动。LED 项目由多

特蒙德工业大学能源系统、能源效率和能源管理 ie³ 研究所领导，并得到多特蒙德市政府能源转型办公室的支持。该办公室

负责与相关城市部门协调总体规划的内容。

该市不断反思其行动方案和举措，以确保它们相互补充，目标一致，避免项目重复。措施的评估采用每两年一次的碳

足迹核算系统。与埃森市一样，欧盟市长公约的可持续能源行动计划和欧洲能源奖计划也分别引导项目的实施和报告。

项目和成果

“多特蒙德能源转型总体规划 ”重点关注五个行动领域：市政建设和城市发展；现有建筑的能源效率现代化；可再生

能源的整合；跨结构改善；以及增强流动性。该规划衍生了 200 多个项目。

多特蒙德的能源转型进程始于稳定气候的市政采购政策，伴随后期的市政建筑的能源改造和能源管理系统的整合。该

市通过应用一系列气候友好型技术，如太阳能光伏（20 至 50kWp）、高效照明、热泵、通风系统和水管理系统，对学校进

行了现代化改造。该市还通过更换老旧灯具和建立智能照明控制装置，降低了街道照明的能耗；并从挪威采购了以水电为

基础的绿色电力，为城市的公共建筑、路灯和轻轨供电。

市政公用事业公司 DEW21 创建了 “太阳能基金”，为城市太阳能技术的实施提供资金。这是一种电力产品，允许能

源客户在支付其能源账单时，能为每千瓦时捐赠几分钱。这笔捐款由 DEW21 等额转入基金。

该市最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是将 200 公顷的原凤凰钢铁厂地块改造成一个新的生活、工作和休闲区。“凤凰湖”项目

包括一个科技园和一个豪华和经济适用房的混合体，紧邻一个带有绿色空间的大型人工湖。如今，这个湖泊形成了经过整

治的 Emscher 河系统的一部分。该项目历时 6 年，由市政府主导，由开发机构通过多特蒙德市政公用事业公司进行管理。

为了在城市中进行更系统的翻新，多特蒙德参与了（“旧楼更新”）(ALTBAUNEU) 项目。这是一项由 NRW 国家经济、

中型企业和能源部支持的节能建筑现代化计划。该市对市内部分单户住宅进行了逐户咨询，并进行了热成像分析。分析评

估了房屋的热损失，有效地激励了建筑业主投资于能源改造。

在更大的范围内，该市通过促进联合翻新合同进行了街区翻新。鼓励半独立式住宅或相邻的多户公寓楼的业主通过独

立的服务供应商同时进行翻新，该服务供应商除其他任务外，还负责协调若干翻新过程。通过整合各个开发流程，房主能

够更有效、更经济地解决法律、财务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除了住房改善外，该市还在零售和物流房地产领域开展了能源效率运动。其参与了一个研究项目，旨在帮助企业共同

分析供应链中的能源问题，并找到更有效的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商品的方法。例如，一个创新企业或工业园区的企业

面临着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成本的挑战时的经验，可以借鉴复制到该市其他此类园区的案例中。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随着国家上网电价（EEG）的出台和光伏硬件价格的同步下降，埃森市的光伏系统发电量有所增加。

该市在政府建筑、旧垃圾填埋场和工业荒地等棕色地带以及仓库、车库和住宅楼等私人建筑上安装了光伏系统。此外，该

市还在单户和多户建筑、社区设施以及当地餐饮业的屋顶上推广使用太阳能热系统。

作为其太阳能优化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该市在其市政土地使用计划中为大型风力涡轮机分配预留了位置；并对城市建

筑物上的小型风力涡轮机进行了潜力研究。目前，多特蒙德有 7 台风力涡轮机，分布在 4 个地点，功率在 500 千瓦到 2000
千瓦之间。该市还编制了一份太阳能屋顶地图，绘制了所有屋顶表面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图。

与博特罗普市的做法类似，多特蒙德市政府也在推广能源自给自足的建筑。2011 年，多特蒙德市启动了 “多特蒙德

100 个能源自给型建筑 ”计划，旨在实现 100 个建筑单元达到能源加值标准。这些建筑不仅能满足所有的供暖和用电需求，

而且每年还能产生 1000 千瓦时的剩余电量；而这通常通过光伏系统或微型热电联产来实现。为了吸引业主参与该计划，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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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预留了分布在整个城市内 80 多块具有最佳太阳能要求的建筑地块。它还提供免费的质量保证，由当地建筑师和能源顾问

具体负责实施。该计划得到了市政公用事业（DEW21）、当地 Sparkasse银行、德国建筑师联合会和德国建筑商联合会的支持。

多特蒙德区域供热的长期战略是对现有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改建，最大限度地回收余热，将蒸汽网络转换为热水，

并巩固内城现有的供应区域。从历史上看，多特蒙德个别城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使用区域供热，最初是通过燃煤或

燃油蒸汽厂提供蒸汽和热水发电。这些都已被 50 个分散的天然气热电联产厂所取代。

近年来，替代能源，如工业废热、垃圾填埋气、污水处理气和生物质能，为多特蒙德的几个热电联产厂提供了燃料。直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废热都主要来源于当地钢铁厂，其次是黑碳厂。自 1997 年起，当地开始从两个废弃的煤矿提取矿

井瓦斯，通过三个热电联产厂发电和供热。该市还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改造，使其能够利用污水气体发电。生产的电力在满

足了该厂的能源需求后，多余的电力会输入电网。自 2000 年代末以来，两座生物质热电联产厂大大提高了该市的供热能力。

对该市来说，了解可再生能源在区域供热市场的潜力，对于升级其供热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为了协助完成这项任务，

市政能源公司 DEW21 创建了 “供热地图集”，绘图包括了现有工厂的技术、供热消费模式、网络连接和热能来源。该地

图是对城市能源登记册的补充，后者绘制了多特蒙德的地热、太阳能和风能潜力。这些地图都在网上对公众开放。

多特蒙德市与市政公用事业公司DEW21以及其他工业和科学伙伴合作，开展了多个可再生能源研究项目。 “设计网络”

（DesignNet）项目研究内容包括仅由风能、太阳能和沼气供给的智能电网的解决方案。“智能电网技术实验室 ”项目通过

整合新的测量、通信、保护和控制技术，实时测试智能电网组件。“SyncFueL ”项目主要旨在让市民利用家中产生的光伏

电为电动汽车充电。同时，“IQ 供热系统 ”项目致力于更新区域供热网络，使其以可持续能源运行。所有这些项目都获

得了国家研究补助金。

多特蒙德对科学和创新的重视导致了该市多个能源平台的发展。例如 RIN “鲁尔区区域创新网络能源效率”的成立就

旨在通过研究和创新研讨会，收集了鲁尔区有关能源效率、部门耦合、流动性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科学知识。该项目由北

威州创新、科学和研究部，多特蒙德经济发展机构、能源公司 “innogy SE ”和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共同资助。同时，“安联

智慧城市多特蒙德 ”平台聚集了能源、交通、物流、人口、IT、安全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多个跨学科专家团队，为多

特蒙德转型为 “智慧城市 ”制定最佳解决方案和策略。

多特蒙德的能源转型也延伸到了其交通战略。其在减少燃料消耗和推广替代交通燃料方面大获成功。如今，多特蒙德

拥有通往各街区和地区的良好公共交通连接，公共交通优先线路，重新设计规划、颇具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网络，最先进的

混合动力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以及支持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

挑战

对高技术产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导致城市发展形式不够灵活或多样化，无法容纳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零售业或

酒店业。 例如，通过 “多特蒙德项目 ”到 2010 年创造至少 7 万个新工作岗位的计划就被视作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

到当年，主导行业只创造了 2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另外，由于过度注重将工业用地转型为新的工作区域，也导致了新科技

园区用地供大于求。鉴于这些用地和新的商务园区是由不同的开发商开发的，这限制了该市协调非科技相关企业寻求商务

空间的供应和时间周期的能力。近年来，随着城市内部地区的重建，吸引了更多的商业领域，才使得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最初，在多特蒙德设立的高科技公司无法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发展。由于当地缺乏技术工人，这些公司不得不雇

佣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而这无助于改善多特蒙德现有的失业和经济状况。为了解决对更多本地技术工人的需求，该市与

当地大学合作，增加本地培训的毕业生数量，并与集群网络一起制定激励策略，鼓励他们留在该市生活和工作。市政府与

鲁尔地区协会合作，通过鲁尔大都会商业平台开展宣传活动，以吸引更多行业和来自更多领先市场的初创企业。

多特蒙德的大学为这座城市提供了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一批创新者和企业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精英网

络。曾经在煤矿和相关行业工作的当地人面临着学习新行业技能的挑战——但这对他们来说往往都十分困难，且耗费时间。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煤炭危机以来实施的再培训计划都是成功的，但随着高科技的优先发展，非技术行业的发展滞后了。为

了使多特蒙德人口的技能多样化，多特蒙德工业大学与波鸿鲁尔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成立了 “UA 鲁尔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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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允许就读于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在不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参加这三所大学中任何一所的讲座和研讨会。这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的学科选择，可以在经济、物流、行政、管理等领域进行专业学习。

多特蒙德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得益于城市、产业、学术和社区合作伙伴网络。此外，多特蒙德还得到了欧盟、国家

和州政府的一系列补贴。考虑到公共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该市努力确保其高科技创新中心与其他中心相比保持

强有力的比较优势。其采取 “先发优势 ”战略，率先创造和销售某些产品或服务。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需要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城市必须考虑到议员、城市各部门、建筑公司、市民和

投资者的关切。它必须扩大其 “气候保护协调办公室”，以解决由于大量行为者在气候保护领域平行工作，有时甚至是重

叠工作所造成的复杂性。城市的内部沟通和项目结构必须得到优化。该市还必须发展和协调规划控制，使其符合气候保护

和能源转型的目标。通过与利益集团的定期公开会议和研讨会，该市能够考量、调解和整合所有的提议和关注点，从而制

定出平衡的、被广泛接受的能源计划和项目。

多特蒙德是一个大型工业城市，直到近年来才脱离了完全依赖煤炭能源的困境。这使其能源系统要转变为基于可持续、可

再生资源的能源系统颇具挑战性。新的能源供应不仅要高效，而且要在经济上可行。要建立一个现代和灵活的能源系统，就必

须了解重新思考未来方向所需的科学、政策、组织问题和合作模式。良好的空间规划框架对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是必要的。

能源转型进程有时会受到地方发展规则的阻碍，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确保可再生能源装置在遮挡、噪音和景观保护方

面对当地社区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最小。这些规则确实限制了公司在所有合适地点增加装置的能力。例如，由于潜在的物流

和粉尘污染风险，无法在城市中心地带建造生物质发电厂。新的风力发电机——甚至是现有涡轮机的重新发电——也受到

该市城市结构和一项风力发电法令的阻碍。该法令规定风力涡轮机必须与居民区保持至少 1,500 米的距离。为了弥补当地

可再生能源的法规限制，该市的应对措施是投资于海上风电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其他地区的陆上风电。

多特蒙德市领导层认为，提高意识和吸引利益相关方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大多数业主都很清楚该市的节能项目，

但尽管有咨询和财政支持，许多人还是对进行大规模建筑改造的前景感到畏惧：这使得行动延迟或完全没有行动。通过咨

询中心和 DLZE 加强宣传，并与市电力公司 DEW21 合作，该市已经能够说服业主注意建筑改造的潜在能源节约和长期成

本效益。同样，在地区层面，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大型公寓综合体现代化的关注也是该市的一项复杂任务。对租户而言，

改造意味着租金成本的增加。对于业主来说，翻新需要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水平。例如，该市就通过与大楼物业经理合作，

调解和调和各方的需求，解决了这一业主与租户之间的两难问题。

未来几十年，多特蒙德市将继续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它将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扩大其区域供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新

的可再生能源装置，并最终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智能城市。市政预算必须大大加强，因此，欧洲、国家和州政府资助等不同

形式的融资机制以及增加私人投资仍将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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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训与建议

是什么因素使鲁尔大都会（MR）转变为德国乃至世界上最成功、经济多样化和最具吸引力的后煤炭地区之一？从 MR
中吸取的教训，对榆林和其他城市在规划结构性变革时是有借鉴意义的。它们不应该被视为 “一刀切 ”的解决方案。结构

性变革的方法应始终基于对当地环境下可接受度和可行性的认真考量。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和计划之前，应首先评估该

地区及其城市的优势、障碍和潜力。

愿景与战略

将结构改革视为一个长期过程

鲁尔大都会的成功经验表明，以创新为主导的区域产业多元化可能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坚持。漫长的时间框架使得

平衡的过渡成为可能——这对于维持投资决策和技能发展非常重要。宽裕的准备时间使得广泛的研发和发展具有巨大出口潜

力的环保产业成为可能。漫长的项目时间表也为学术界、商界、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广泛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充足的参与过程。

以现有的区域知识库为基础

鲁尔大都会拥有强大的区域知识基础，这些知识来自于以前的煤炭、钢铁和相关行业；其在废料管理、通风系统、能

源和供水以及物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识别和加强这种核心的区域和城市知识，能够建立工厂工程、控制服务、

环境管理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新产业。

鼓励新业务发展和创新 

技术园区和创新中心的建立表明了创新对振兴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学术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将研究与商业应

用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新企业的发展，刺激了就业机会的创造。当新业务与区域核心优势或经验相关时，新业务

的发展最为蓬勃。通过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营销、贸易和出口，创新有助于保持该地区及其每个城市的竞争力。

为未来创造一个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具体的愿景

鲁尔区的成功项目——如 IBA Emscher Park 和鲁尔创新城——取决于具有明确界定的成果的积极愿景。对环境和气候

保护的重视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更稳定和可持续的愿景。尤其是雄心壮志的气候和能源目标，使决策

者产生了一种力量和勇气，去追求那些不仅是涉及经济效益的项目。在一个共同的愿景下，各机构企业家提交的不同项目

能够协调一致，并有助于产生一致的实际成果。 

规划政策和标准

制定一系列政策

鲁尔的经验强调了一套综合政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应共同应对城市面临的许多挑战，如气候保护、创造就业、商业发展、

城市复兴、低碳流动、社会凝聚力等。通过有针对性但又相互联系的多产业方法，同时制定多个政策原则。

采用严格的环境标准

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政策迫使鲁尔区的重工业须找到限制污染和管理废物的创新方法。这导致了以环境整治、管理和技

术为基础的新产业的形成。环境标准也促使整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景观和城市改造项目。今天的这些标准为后续的气候保

护和能源转型法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鲁尔区的大多数城市目前都在推行这些法律。

建立集群或能力导向政策

北威州政府的集群政策使鲁尔大都会受益匪浅。该政策帮助确定了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地区，并为今天在该地区蓬勃发展

的许多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在每个集群中，新成立的企业能够得到商业建议，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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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立联系，并获得启动资金。此外，还须特别强调的是与仍然存在于该地区的工业公司的协调以及对当地公共基础设施

的支持。

发展多元化经济

吸引高科技和知识型公司以发展科学和服务部门的长期战略特别成功。在经济多样化方面，鲁尔区及其城市能够应对

煤炭和钢铁领域各自的损失和巩固需要。实施的激励措施通过增强区域吸收新经济发展的能力，帮助改变了工业单一文化。

鲁尔地产基金和集群政策等政策有助于为更广泛的经济行为者创造更平等、更有弹性、更多样化和更有联系的环境。今天，

技术、金融、建筑、能源、环境和旅游产业都在该地区蓬勃发展。

制定综合气候保护计划和能源转型政策

气候和能源政策不能是 “附加项”，而是所有结构性变化方案和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政策应概述具体的排放和能源

目标，并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计划为支撑。每隔几年，应使用可靠的审核和项目管理系统对所有措施进行监测和报告。

鲁尔区的许多城市都成功地借鉴、复制了这一过程。

计划和项目

培养教育和研究机构

在整个鲁尔区，大学、技术学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促进了煤炭开采和钢铁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为以高价值的领先市场为

基础的经济。今天，该地区培养了高技能的工人，培育了以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氛围，其新产品和服务为当地和地区经济做

出了贡献。该地区已经表明，应该鼓励各机构与城市、公司集群和社区在项目上进行合作，使他们的科研投入能够在就业

和商业创造方面为地区城市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

维持优良的公共基础设施

新的增长型经济有赖于加强人员的流动性。在鲁尔区，除了快速有效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外，地方和区域公共交通系统

的扩展已将该地区转变为一个成功的商业和物流中心。对低碳交通的追求也说明鲁尔区在绿色可持续能源和智能管理系统

的基础上，仍在不断努力建设更先进的交通网络。

制定城市发展的综合方法

鲁尔区的结构性政策不仅考虑了工业发展、环境整治、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问题，还考虑了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鲁尔区

内荒废和被忽视的土地被改造成工业和景观公园，如 Zollverein 和 Emscher 公园；这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培育了文

化和旅游机会，创造了新的工作环境，并为其社区提供了可负担的可持续住房。

开发标志性项目

特别创新项目——如 Zollverein 工业纪念碑和 Emscher 河地区再生——是结构和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基石。在区域机构的

协调和管理下，这些项目孕育了一个丰富的城市和经济重建项目生态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围绕整体转型和再生主题的一部分。

作为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努力的物质象征，它们在宣传鲁尔区新经济形象方面的有效营销手段。

考虑软性位置因素

文化、休闲和环境因素有助于改善公众对鲁尔区的看法，并有助于积极地重塑该地区的形象。除了吸引新的企业外，

这些因素还提高了社区的生活质量，并说服人们留在或搬到该地区。这些因素也有助于发展不断增长的旅游业。

因地制宜制定能源转型战略

能源转型战略必须适应城市的特殊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并考虑到能源、流动性和住房等战略部门之间复杂的

相互依赖关系。虽然鲁尔区各城市的地方气候保护和能源计划由于共同的地理、文化和政治条件而显得相似，但地方能力

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使各种方法的规模、范围和主旨存在细微的差异。以城市为基础的战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直接

反映了当地的关切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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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源系统过渡到可再生能源

德国的能源转型使鲁尔区及时投资于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供热。这加强了能源安全、电网稳定，并保证了合

理的能源价格。在当地，市政能源公用事业公司极大地帮助城市改造当地的能源系统，使其以可再生能源运行。不断推进

先进的建筑现代化，扩大区域供热网络，安装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提高了城市节约能源的能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并在新的、更绿色的能源经济中创造就业机会。

组织和社会影响

强调区域和地方的执行决策

鲁尔区的情况表明，单一的大型项目无法取代传统工业，中央政策不足以解决各个城市的需求：每个城市都面临着自

己独一无二的挑战。与之相对的是，基础广泛、自下而上的项目开发方法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市州政府

的支持和指导下，以当地社区和企业的想法、愿望和技能为基础。

由国家和州政府制定总体政策和指导程序

国家和州政策可以保证结构变革和能源转型的长期进程具有足够的连续性。其可建立新的公共机构和法律，以启动国

家和地方一级的变革，并调解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在鲁尔区，国家鲁尔财产基金和国家发展协会购买和恢复了以前的工

业用地，从而结束煤炭和钢铁工业所谓的 “地锁”。

在劳动力市场转型中保护工人和社区 

煤炭和钢铁工业的衰落导致鲁尔区持续的失业。然而，合作性的工业结构以及国家政府、市政当局、雇主和工会之间

的劳动协议有助于将社会影响降到最低。以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形式向失业工人提供了直接援助。设立了一

个特别就业机构，帮助前重工业工人接受新工作的再培训，并帮助年轻工人找到新的职业。这有助于将社区留在该地区并

保持社会凝聚力。

建立区域发展机构来管理各项方案

诸如鲁尔地区协会、IBA Emscher Park GmbH 和 ICM 等管理实体在实现鲁尔地区的项目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些组织并不负责制定项目，但它们在发掘项目提案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些提案将由城市、机构、民间和商业

团体组成的项目联合体实施。这些实体确保选定的项目符合区域和国家政策，并得到良好协调，以避免重复。他们还负责

协助寻找项目资金。

建立战略规划的参与性平台

在早期阶段，涉及不同工具（公开会议、主题研讨会、在线调查）和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公民、企业、科学专家、政府、

大学）的参与进程有助于提高所有人对结构和能源转型项目的接受程度。在项目层面，每个利益攸关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评估了对经济和就业的商业影响，教育机构提供了具体的学术、技术和研究能力，不同级别的政府审核了法律和规划

方面的影响，而社区则直接参与项目的实施。

融资机制

建立公共筹资工具

对方案和项目的公共补贴通常先于私营部门的投资。私人融资的规模通常是根据国家和州的供资程度来决定的。例如，

私营工业对棕地的投资直到国家和国家政策收购了旧工业用地，并在地方城市政府和区域集团财团的帮助下对其进行改造

后才开始。一般来说，欧洲、国家和国家的资金更适合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规划和项目，因为私营部门的投资往往要求实现

短期利润的压力较小。

寻找各种资金来源的组合

鲁尔区的结构性变革不可能仅靠地方城市预算来资助。三十多年来，欧盟的结构性资金极大地支持了该地区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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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国家资金也发挥了作用。今天，能源转型仍然需要各级政府以及企业和公民个人通过公司投资和社区合作社作出大

量的财政承诺。但是，由于公共资金一般都是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提供的，因此今后将需要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

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实施结构转型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必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以鲁尔区为例，所花费的财政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由德

国国家政府提供的，政府通过煤炭补贴和社会保险制度，着手延长对没有竞争力的产业的补贴，缓冲产业整合的影响。然而，

这笔巨大的开支将成为下一代的负担 -- 不仅是对这些沉没的前期成本的补偿，而且还代表了延迟和减缓创新速度以及环境

改善的巨大机会成本。历史和鲁尔区后来转型阶段的成功有力地表明，更早、更快、甚至更好地组织硬煤开采的淘汰将更

具成本效益，并可能有助于更早、更快地催生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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