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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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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节能绩效 =减排绩效关系图!以及节能绩效-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关系三角图!研究了 "007("00$ 年天津

市 1$ 个行业及滨海新区 $ 个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关系及其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结果表明#天津市 1$ 个行业节能减

排绩效$节能绩效和减排绩效%主要由减排绩效贡献&冶金及相关产业的节能减排绩效很差!化工及相关产业节能减排绩

效较差!其他行业节能减排绩效处于一般 i好的状态!各行业节能减排绩效无变好的趋势&滨海新区大部分企业的节能减

排绩效主要由减排绩效贡献:"00$ 年!天津市大部分行业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性较好!仅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2 个行业处于较不协调状态& 天津市大部分行业按弱协

调性趋势发展&滨海新区企业的经济协调性状况堪忧!仅有 " 个企业处于很强或强协调状态:

关键词! 节能绩效& 减排绩效& 经济效益& 工业部门&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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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资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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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下!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可持续发展社会!我国政府于 "007 年发布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纲要(中提出)节能减排*及其目标 +1,:纲要
修正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所提出的减排目标于
"010 年 11 月提前完成 +",:减排目标的提前实现
缘于节能减排绩效已成为地方政府与企业考核体
系中的重要指标之一 +2,:在实际运作中!评估体
系也从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两大指标*逐步细化到
行业-企业的多指标体系!研究领域已涉及煤炭-
通讯-水泥和运输等行业 +#[$,:微观层面的节能减
排评估有利于引导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而宏
观层面上的节能减排研究更具有战略和理论上的
指导意义 +8,:宋马林等 +10,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模
型探讨了社会协同地区的节能减排评估模式&/>
等 +11,建立了以粗糙集理论为基础的多因素条件中
国省级地区的节能减排评估体系&李亮等 +1",针对
目前中国节能减排的现状构建了包含 @̂ _!; "̂

和单位 T_5能耗 2 个子系统的节能减排系统!利
用综合效用模型评估和考核整个系统的节能减排
绩效&杨华峰等 +12,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综合利
用-无害化以及支撑能力 3 个方面构建了企业节
能减排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现有的节能减排绩效
评估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虽然利用综合
模型进行了节能减排绩效的评估!但是所选择的
指标较少!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虽然一些
方法选取的指标较全面!但是却忽视了某些指标
监测的困难!造成了可操作性差的缺点&)缺乏一
种适用于区域-行业和企业等层面的统一模型!权
重的确定仍然有许多问题:而笔者提出的节能绩

效 =减排绩效关系图以及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
益协调性三角图方法可作为管理工具!监控不同
地区-行业和企业节能减排的实施效果 +1#[13,:在
前期节能绩效 =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
评估方法的研究基础上 +1#, !该研究对天津市 1$ 个
行业及滨海新区 $ 个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关系及
其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进行定量评估!检验其
在省级尺度的行业及企业中应用的可行性!以期
对推动我国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
监控和评估工作有所裨益:

DE研究方法
对天津市工业及滨海新区典型企业的节能减

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进行了评估!所用
方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评估模型的建立&(指标
及指标权重的确定&)RC-0G$<(-L+J’(P X-QK&LM-
;’Y*(+Q5-LVKLC’(M-U(P-.!节能绩效指数 %!0C0G
$5KSS&N’(NX-P&MN*K(Q5-LVKLC’(M-U(P-.!减排绩效
指数 %! CR<G$X-QK&LM-’(P <(-L+J@K(Q&CON*K(
U(P-.!资源能源消耗指数 %!R0G$<(Y*LK(C-(N’S
5KSS&N*K( U(P-.!环境污染指数%和 RPG$<MK(KC*M
Z-(-V*N!经济效益指数%等综合指数的计算&*关
系图与三角图的制作&/对节能减排绩效和基于
节能减排绩效的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的分析与
评估:
D:D!节能减排绩效评估方法

节能减排绩效包括 RC-0G和 0C0G" 个分量:
利用 RC-0G和 0C0G构成的二维空间图可以描述
节能减排绩效!对该二维空间图的相关解释可参
考前期研究 +1#,:RC-0G和 0C0G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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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C-0G5为第 5个研究对象的节能绩效&
0C0G5为第 5个研究对象的减排绩效&CR<G5!’B为
第 5个研究对象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的指数
值&01!’为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的权重&R0G5!SB
为第 5个研究对象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指数值&
0"!S为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CR<5!’为第 5个
研究对象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R05!S为第 S个

环境污染指标的实际值&C*($CR<5!’%为第 ’个资
源能源消耗指标中 /个研究对象的最小值&

C*($R05!S%为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中 /个研究对象
的最小值:研究对象 5包括了不同年份-不同地区
或不同行业及企业:
DFG!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性评估方法

基于节能减排绩效的经济效益协调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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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衡量节能减排绩效对经济的影响!反映经济效
益对节能减排绩效的作用:采用三角图研究
CR<G!R0G和 RPG三者之间的关系 +11,:CR<G表征
研究对象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程度!数值越大对
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越多!如以煤炭-焦炭-汽油的
消耗量以及万元产值消耗量作为基础指标&R0G表
征研究对象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
数值越大对环境的破坏越严重!如以 @̂ _!氨氮和
; "̂ 等排放量和万元产值排放量作为基础指标&
RPG表征研究对象产生的经济贡献值!数值越大对
经济的贡献越大!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或者企业
的总产值以及人均总产值作为基础指标:CR<G!
R0G和 RPG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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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R<G5为第 5个研究对象的资源能源消耗情
况&R0G5为第 5个研究对象的环境污染情况&RPG5
为第 5个研究对象的经济效益情况&CR<G5!’为第 5
个研究对象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的指数值&
W1!’为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的权重&R0G5!S为第
5个研究对象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指数值&W"!S

为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RPG5!J为第 5个研
究对象第 J个经济效益指标的指数值&W2!J为第 J
个经济效益指标的权重&RP5!J为第 J个经济效益
指标的实际值&C’.$CR<5!’%!C’.$R05!S%和 C’.
$RP5!J%分别为第 ’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中 /个研
究对象的最大值-第 S个环境污染指标中 /个研究
对象的最大值和第 J个经济效益指标中 /个研究
对象的最大值:指标权重可利用经验法-专家咨询
$_<?5%U%法-层次分析$D%5%法及其相互结合等
方法确定:
DFH!指标与权重

指标选自天津市统计年鉴 +17[1$,以及天津市环
境质量报告书 +18["1, !其中经济效益指标包括工业
总产值以及人均工业总产值!资源能源消耗指标
除了常见的能源消耗$如煤炭-焦炭和汽油等%还
加入了水资源的消耗情况!如总用水量-新鲜水消
耗量&环境污染指标包括污水量!@̂ _排放量!氨
氮排放量!废气排放量!; "̂ 排放量和氮氧化物排
放量等&上述指标均有衍生指标!如万元产值能耗
和万元产值排污:以上指标全部来自环境监测指
标!可操作性强!保证了不同地区与不同企业节能
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协调性的相互对比以及对各
自不同年度的演化趋势的分析:笔者采用经验法
和改进的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利
用经验法!在研究小组充分讨论后确定各指标的
初始权重&然后!召开专家咨询会议!确定各指标
的最终权重:在专家咨询会上!先介绍各指标初始
权重的确定原则和确定结果&然后!各专家就初始
权重的确定原则和确定结果进行评述-修正和补
充&最后!根据专家意见!得到最终权重$见表 1%:

表 DE指标及权重
c’‘S-1!cF-*(P*M’NKLQ’(P H-*+FN*(+V’MNKLQ

研究对象 指标及其代号A单位
节能减排绩
效研究方法

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
效益协调性研究方法

天津市
1$ 个行业

工业总产值$RP1 %A$10
8元% 1h000 0h300

总耗水量$C<1 %A$10
8 N% 0h130 0h063

新鲜水消耗量$C<2 %A$10
8 N% 0h230 0h163

煤炭消耗量$R<1 %A$10
# N% 0h163 0h1"3

焦炭消耗量$R<2 %A$10
# N% 0h163 0h063

汽油消耗量$R<3 %A$10
# N% 0h130 0h030

废水排放量$R01 %A$10
# N% 0h176 0h0$2

@̂ _排放量$R02 %AN 0h176 0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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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研究对象 指标及其代号A单位
节能减排绩
效研究方法

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
效益协调性研究方法

天津市
1$ 个行业

滨海新区
$ 个企业

氨氮排放量$R03 %AN 0h176 0h0$2
废气排放量$R06 %AN 0h176 0h0$2
; "̂ 排放量$R08 %AN 0h176 0h0$2

氮氧化物排放量$R011 %AN 0h176 0h0$2
人均工业总产值$RP" %A. $10

#元%A人/ 0h300
万元产值耗水量$C<" %A.NA$10

#元% / 0h063
万元产值新鲜水消耗量$X@# %A.NA$10

#元% / 0h163
万元产值耗煤炭量$R<" %A.NA$10

#元% / 0h1"3
万元产值耗焦炭煤量$R<# %A.NA$10

#元% / 0h063
万元产量耗汽油量$R<7 %A.NA$10

#元% / 0h030
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R0" %A.NA$10

#元% / 0h0$2
万元产值 @̂ _排放量$R0# %A.NA$10

#元% / 0h0$2
万元产值氨氮排放量$R07 %A.NA$10

#元% / 0h0$2
万元产值废气排放量$R0$ %A.NA$10

#元% / 0h0$2
万元产值 ; "̂ 排放量$R010 %A.NA$10

#元% / 0h0$2
万元产值氮氧化物排放量$R01" %A.NA$10

#元% / 0h0$2

工业总产值$RP%A$10#元% 1h0 1h0
总耗水量$C<1 %AN 1h0 0h3
废水排放量$R01 %AI+ 0h" 0h1
@̂ _排放量$R02 %A+ 0h" 0h1
Ẑ _排放量$R03 %AI+ 0h" 0h1
;; 排放量$R06 %A+ 0h" 0h1
氨氮排放量$R08 %A+ 0h" 0h1

万元产值耗水量$C<" %A.NA$10
#元% / 0h3

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R0" %A. I+A$10
#元% / 0h1

万元产值 @̂ _排放量$R0# %A.+A$10
#元% / 0h1

万元产值 Ẑ _排放量$R07 %A. I+A$10
#元% / 0h1

万元产值 ;; 排放量$R0$ %A.+A$10
#元% / 0h1

万元产值氨氮排放量$R010 %A.+A$10
#元% / 0h1

DFJ!数据处理
利用 9*MLKQKVN<.M-S"002 和 9’NS’‘ X"006‘

对数据进行处理!用图形软件 L̂*+*( 6h3 完成关系
图和三角图的制作:
GE结果与分析
GFD!天津市 1$ 个行业节能减排绩效评估

如图 1$’%所示!对角线所在的 )D* )Z* )@*
)_*)<*3 个区域可分别代表)很差* )差* )一般*
)好*)很好*3 种典型的节能减排绩效!减排绩效
和节能绩效相差不大&在对角线上方的 10 个区域
$即 Z1!@1!@"!_1!_"!_2!<1!<"!<2 和 <#%的节
能减排绩效主要来自减排绩效!在对角线下方的
10 个区域 $即 Z"!@2!@#!_#!_3!_7!<3!<7!<6
和 <$%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来自节能绩效:

由图 1$’%可见!"007""00$ 年 2 ’间天津市
各行业的节能减排绩效基本处于对角线的下方!

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节能绩效贡献: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工业$U1#%和普通机械制造业$U16%处于
D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U0$%-金属制品$U17%和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U12%处于 D和 Z" 区!节能减排绩效为很差 i差:
采掘业$U01%!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业
$U0"%!纺织业$U02%!造纸及纸制品业$U03%!石油
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U06 %!医药制造业
$U08%!橡胶制品业$U11%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U1$%处于 Z" 区!节能减排绩效为差:
化学纤维制造业$U10%处于 Z"!@# 和 @2 区!节能
减排绩效为差 i一般$中等%:塑料制品业 $U1"%
处于 Z"!@2 和 @区!节能减排绩效为差 i一般
$较好%: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U0#%处于
@# 区!节能减排绩效为一般$较差%: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工业$U13%处于 <"!@2 和 Z" 区!节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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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绩效为差 i很好: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U07%处于 _# 和 <7 区!节能减排绩效为较好 i很
好:综上可知!金属冶炼及相关产业的节能减排绩

效均很差!而化学工业及相关产业节能减排绩效
较差!其他行业节能减排绩效处于一般 i好的
状态:

图 DEGOOQ)GOOW 年天津 DW 个行业节能减排绩效状态和趋势
W*+:1!cF-QN’N&Q-Q’(P NL-(PQKV5<X;5X*( 1$ *(P&QNL*-Q*( c*’()*( VLKC"007 NK"00$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业$U0"%-纺织
业$U02%-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U0#%-造纸及
纸制品业$U03%节能减排绩效 2 ’内几乎没有变
化!节能减排绩效稳定&采掘业$U01%的节能绩效
先沿着对角线方向增加后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减
少!节能减排绩效未有明显的变化&印刷业和记录
媒介的复制 $U07%节能绩效有变差的趋势 .见图
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U06%!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U0$%!医药制造业$U08%和
橡胶制品业$U11%的减排绩效没有明显变化!节能
绩效有一定的变化!U06 节能绩效一直增加!U0$ 节

能绩效先减小后增大!U08 和 U11 减排绩效变化较
小&化学纤维制造业$U10%沿对角线增加!节能减
排绩效有变好趋势&塑料制品业$U1"%绩效点沿着
对角线方向先增后减!节能减排绩效有较小幅度
的增加.见图 1$M%/:非金属矿物制造业$U12%沿
对角线减小!节能减排绩效有变差趋势&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工业$U1#%节能绩效在逐年变差&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U13%绩效点先越过对角线
后沿着对角线减小!节能减排绩效有变差的趋势&

金属制品业$U17%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U1$%节能减排绩效较为稳定&普通机械制造业

"78



第 $ 期 何!伟等#天津市工业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评估 !!!

$U16%减排绩效基本未发生改变!而节能绩效有先
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见图 1$ P%/:综上可知!各行
业节能减排绩效呈不变或变差的趋势:

图 GEGOOP 年滨海新区区内部分

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
W*+:"!cF-QN’N&Q-QKV5<X;5X*( $ MKCO’(*-Q

*( Z*(F’*B-HDL-’*( "008

GFG!滨海新区 $ 个企业节能减排绩效评估
滨海新区区内企业的数据比较难以掌握!仅

对工业区内的 $ 个企业进行分析:由图 " 可知!除
了泰达$天津%化工有限公司 $W0#%以外!其他 6
个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点都在对角线的上方!减
排绩效大于节能绩效!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减排
绩效贡献:天津积水化成品有限公司$W02%和 W0#
节能减排绩效点处于 D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
柏科$天津%硅化物技术有限公司 $W01%-天津信
汇化学品有限公司$W03%和卡博特化工$天津%有
限公司$W06%节能减排绩效点处于 Z1 区!节能减
排绩效差:天津中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W0"%节
能减排绩效点处于 @1 区!节能减排绩一般:东海
碳素$天津%有限公司$W0$%的节能减排绩效点处
于 <1 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好$偏差%:天津市汉泰
胶黏剂开发有限公司$W07%的节能减排绩效点处
于 <区!是节能减排绩效最好的企业:
GFH!天津市工业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

性评估
"007""00$ 年天津市 1$ 个行业的经济协调

性状态较为分散 .见图 2 $’% i$M%/!采掘业
$U01%-医药制造业$U08%-塑料制品业$U1"%-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业$U13%和普通机械制造业$U16%
一直处于 D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很强协调性:

金属制品业 $U17 %由 Z区 $ "007 年 % 进入 D区
$"00$ 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强协调性变为很强
协调性: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业$U0"%
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U1#%一直处于 Z区!
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强协调性: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 $U06 % 由 Z区 $ "007 年 % 进入 @区
$"00$ 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强协调性变为弱协
调性: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U0#%和橡胶制
品业$U11%由 @区$"007 年%进入 Z区$"00$ 年%!
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弱协调性变为强协调性&造纸
及纸制品业 $U03%一直处于 @区!为弱协调性状
态:纺织业 $U02 % 由 _区 $ "007 年 % 进入 @区
$"00$ 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弱不协调性变为弱
协调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U0$%和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U1$%一直处于 _区!经
济协调性状态为弱不协调性: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 $U07 %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U10 % 由 <区
$"007 年%进入 D区$"00$ 年%!经济协调性状态
由强不协调性变为很强协调性:非金属矿物制造
业$U12%由 @区$"007 年%进入 <区$"00$ 年%!经
济协调性状态由弱协调性变为强不协调性:

采掘业$U01%2 ’中的经济协调性状态非常稳
定!一直处于很强协调性状态&食品-烟草及食品
饮料制造业 $U0" %和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U07%均沿着 c" 方向发展 $6 种变化方向的图解
见图 #%!按强协调趋势发展&纺织业$U02%先沿 c"
再沿 c1 方向!总体沿 c" 方向发展!按强协调趋势
发展&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U0#%先沿 c"
再沿 c3 方向!总体沿 c1 方向!按弱协调趋势发
展&造纸及纸质品业$U03%沿 c2 方向发展!按弱协
调趋势发展.见图 2$ P%/: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U06%一直沿 c3 方向!呈强不协调趋势
发展&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U0$%先沿 c2
方向再沿 c" 方向!总体沿 c2 方向!呈弱协调趋势
发展&化学纤维制造业$U10%先沿 c1 方向再沿 c"
方向!总体沿 c" 方向!呈强协调趋势发展&医药制
造业$U08%和塑料制品业$U1"%2 ’中的经济协调
性状态基本稳定!为弱协调趋势发展&橡胶制品业
$U11%先沿 c" 方向再沿 c3 方向!总体沿 c1 方向!
呈弱协调趋势发展.见图 2$-%/:非金属矿物制造
业$U12%先沿 c1 方向再沿 c3 方向!总体沿 c3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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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EGOOQ)GOOW 年天津 DW 个行业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性状态和趋势
W*+:2!cF-QN’N&Q-Q’(P NL-(PQKVNF-L-S’N*Y-MKKLP*(’N*K( ‘-NH--( 5<X;5X

’(P <Z*( 1$ *(P&QNL*-Q*( c*’()*( VLKC"007 NK"00$

向发展!呈现出强不协调趋势&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业$U1#%2 ’中的经济协调性趋势较为稳定!未
有明显变化!呈弱协调性趋势发展&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业$U13%先沿 c1 方向!再保持静态!总体来
看沿 c1 方向!呈弱协调趋势发展&金属制品业
$U17%先沿 c" 方向后保持静态!总体沿 c" 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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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呈强协调趋势&普通机械制造行业$U16%沿 c"
方向后 c3 方向!总体沿 c" 方向发展!呈强协调趋
势&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U1$%先沿 c2
方向后保持静态&总体沿 c2 方向!呈弱协调趋势
发展.见图 2$V%/:
GFJ!滨海新区区内企业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协

调性评估
将三角图划分为 D!Z!@!_和 <3 个区域$见

图 #%!分别表示 3 种不同的经济协调性状态以及
相应的节能减排绩效水平&根据 2 个综合指数相
对百分比的变化!可辨别出 6 个$c1!c"!c2!c#!c3!
c7 和 c6 %不同的演化方向!分别代表 )弱* )强*
)弱*)弱不*)强不*)弱不* )弱不*几种不同的协
调性变化趋势:这样!根据不同数据点在该三角图
中的相对位置和演化方向!可以定量评估经济效
益协调性状态和趋势:

由图 # 可见!天津信汇化学品有限公司$W03%
处于 D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很强协调性&天津中
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W0"%处于 Z区!经济协调性
状态为强协调性&其余 7 个企业 $W01!W02!W0#!
W07!W06 和 W0$%均处于 _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
强不协调性:
GFK!模型验证

通过对综合指标和单指标进行回归!检验综
!!

图 JEGOOP 年滨海新区区内部分企业的节能减

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性状态
W*+:#!cF-QN’N&Q-QKVNF-L-S’N*Y-MKKLP*(’N*K(

‘-NH--( 5<X;5X’(P <Z*( $ MKCO’(*-Q

*( Z*(F’*B-HDL-’*( "008

合指数是否能更好地反映单指标信息:节能减排
绩效的计算采用最小值法进行归一化!因此!在验
证时将综合指数倒数和原始数据作回归!回归结
果越好则模型准确度越高&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
协调性的计算采用最大值进行归一化!验证时直
接将综合指数和原始数据作回归:利用天津 1$ 个
行业数据对模型的验证结果见表 "h节能减排绩
!!!!

表 GE天津市 DW 个行业节能减排绩效评估方法和经济协调性评估方法验证
c’‘S-"!cF-Y’S*P’N*K( KV5<X;5X’(P MKKLP*(’N*K( ‘-NH--( 5<X;5X’(P <Z*( 1$ *(P&QNL*-Q*( c*’()*(

T X 3 P C" 0 T X 3 P C" 0

1ARC-0G C<1 "7 226 # 636 0h0" 0h27" 60 CR<G R<" 0h" 1#h0 0h"3 0h000 11
1ARC-0G C<2 1 281 "6# 0h0" 0h"6$ ## CR<G R<2 =2h7 =2h7 0h11 0h016 1"
1ARC-0G R<1 =1"h# 18h2 0h13 0h00# 08 CR<G R<# =0h0# "h72 0h13 0h002 #1
1ARC-0G R<2 =3#h$ "1h6 0h18 0h001 03 CR<G R<3 0h3 1h3 0h02 0h1$8 18
1ARC-0G R<3 =0h"" 0h18 0h37 x0h000 1 CR<G R<7 =0h01 0h33 0h"0 0h000 66
1A0C0G R01 "03h1 10h3 0h87 x0h000 1 R0G R01 ##0h1 6 827h6 0h2" x0h000 1
1A0C0G R02 #0$h$ 12h" 0h81 x0h000 1 R0G R0" =1#h3 1 10$h3 0h"0 0h000 72
1A0C0G R03 =71 2h# 0h86 x0h000 1 R0G R02 $01h8 $ 2"0h6 0h"1 0h000 #"
1A0C0G R06 1 $$" "6 0h1$ 0h001 23 R0G R0# =0h001 0h1"6 0h"0 0h000 6"
1A0C0G R08 7 "7" 33 0h06 0h03# 7# R0G R03 #0h7 " 10$h$ 0h"2 0h000 "8
1A0C0G R011 # 10" 22 0h06 0h070 73 R0G R07 =0h000 02 0h00$ #8 0h"6 x0h000 1
RPG RP1 =67" 363 1" "13 300 0h67 x0h000 1 R0G R06 =1 38#h# 113 60$h0 0h2$ x0h000 1
RPG RP" 3h7 80h2 0h67 x0h000 1 R0G R0$ =0h000 2 0h1"8 $ 0h38 x0h000 1
CR<G C<1 =1" #27h7 $#8 17#h3 0h## x0h000 1 R0G R08 =2 0#3h# "11 0#0h7 0h70 x0h000 1
CR<G C<" =1 123h" 2$ 021h6 0h"7 x0h000 1 R0G R010 =0h00" 0h"22 0h68 x0h000 1
CR<G C<2 =228h7 #1 386h6 0h#3 x0h000 1 R0G R011 =1 107h3 1"0 3"8h8 0h3" x0h000 1
CR<G C<# =$6h$ " 73$h1 0h"3 x0h000 1 R0G R01" =0h00" 0h"0" 0h38 x0h000 1
CR<G R<1 6h" $6$h$ 0h"6 x0h000 1

!!注#Xu3jPrT!其中 T和 X分别为拟合直线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3和 P分别为拟合直线的截距和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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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估方法验证结果表明!除 C<1 =1ARC-0G!
C<2 =1ARC-0G!R08 =1A0C0G!R011 =1A0C0G外!其
他回归结果的 0值均小于 0h03!综合指数在反映
耗水量!; "̂ 排放和氨氮排放等方面有一定的欠
缺: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协调性评估方法验证结
果表明!除R<3 =CR<G外!其他回归结果的 0值均
小于 0h03!模型验证的结果较好:综上可知!综合
指数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单指标!一些单指标没有
得到很好的反映!权重确定的方法仍需改进:

HE结论
’:"007""00$ 年!天津市 1$ 个行业的节能

绩效均大于减排绩效!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节能
绩效贡献&金属冶炼及相关产业的节能减排绩效
均很差!而化学工业及相关产业节能减排绩效较
差!其他行业节能减排绩效处于一般 i好的状态!
各行业节能减排绩效无明显变好的趋势&大部分
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减排绩效贡献:

‘:"00$ 年!大部分行业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
协调性较好!仅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U0$%-非金属矿物制造业$U12%和电力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U1$%等 2 个行业处于较不协调的状
态!大部分行业按弱协调趋势发展&$ 个企业的经济
协调性状态堪忧!仅有天津信汇化学品有限公司和
天津中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很强或强协调性
发展状态!其余 7 个企业处于强不协调发展:

M:综合指数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单指标!但权
重设定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权重确定的方法仍需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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