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P项目运作模式 The operation mode of PPP projects 

东旭通过实践形成了以“因地制宜、资源整合、协同共建、持续发展”为核心的PPP
项目运作模式，推动当地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02 
绿色环保 生态环境修复，生态链地球家园 
 绿色生态建筑天人合一 
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LED应用、海绵城市 
  

03 
  

产融结合 
三产并举 

•  因地制宜，导入特色产业，构建有竞争力 、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为区域i经济创造适宜创业创 
    新的人文环境。 
•  生产基地建设拉动区域经济解决就业 
•  提供智慧城市建设的高科技产品及解决方案 

 . 

04 

01 

智慧城市分布式能源服务平台 
清洁能源公交车、巴士为智慧城市提供低碳交通 
可持续循环经济、低碳社区、智能园区 
新能源发电及智能微电网为智慧城市提供能源保障 
纯电动 
 

  

• 都市农业，生态健康、因地制宜、田园生活、 
   地球和谐改善生态环境 
• 智能化种植养殖业扶贫PPP项目 

 



•   项目地点：河北·保定 
•   项目规模：82平方公里 
•   项目总投资额：319亿元 
•   合作期限：50年 

         易县项目 
        Yi County Project 
 

特色园区 
Park 

construction 
 

         经济开发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案例 --财政部第三批入库示范项目 
 

      智慧园区 
•智能分布式发电系统 
•智能泛光照明系统 
•智能微电网配电系统 
•智能楼宇管理系统 
•BIPV建筑 与节能材料 
•地下综合管廊系统 



市政 PPP 项目 Municiple PPP projects 

特色小镇 Characteristic town  

旅游、金融、时尚、信息、
健康特色产业小镇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城市综合管廊 
Urban comprehensive 
pipeline corridor 

轨道交通  
Rail transit 
公路  
High-way 



   

 

智慧建筑 
SMART BUILDING 

 

 
 东旭国际中心 

 
TUNGHSU 

International Center 
 

北京 
 

 
• 6A级智能商业综合体建筑群，采用东旭生产无极灯、LED、智慧照明管理系统； 
• 采用BIPV解决方案提供光伏发电系统，建设绿色商业生态系统； 
• 以先进的环保技术，采用新型建筑材料和综合节能降耗系统； 
• 为高端商业客户提供共享服务空间和多元化金融方案，提供一站式管家服务。 
 

 
  



环保 PPP项目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PP projects 

水务处理 
Water treatment 
 市政污水 
 市政供水 
 再生水 

环境修复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流域治理 
 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乡镇环境综合治理 

固废处理 
Solid waste disposal 
餐厨垃圾 
市政污泥 
禽畜粪便 

大气治理 
Air pollution 
treatment 
脱硫脱硝 
 VOC治理 

东旭环保--综合环境服务 



银川市地下综合管廊
及配套基础设施PPP
项目案例 
 
建设地点：银川市金凤
区 
项目总投资：6.88亿元 

WIFI 

智能照明 

环境监测 

监控 

广告投放 

便民服务 

城市广播 

应急报警 

电动汽车充电 

银川市绕城高速智能照明系统PPP项目案例 
  
建设地点：银川市 
项目总投资：1.98亿元 

市政 PPP 项目 Municiple PPP projects 



    山西临汾涝洰河流域生态治理PPP项目案例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Project of Laoju River Basin 
涝洰河流域生态工程位于“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的核心区域，生态恢复治
理的面积为6.07平方公里，建设内容包括截污、湖底淤泥处理、湿地公园、
水生态工程、园林绿化、园林小品工程等。 

环保 PPP项目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PP projects 



浙江湖州西山漾湿地公园项目案例 
Huzhou Xishanyang Wetland Park 
 
公园规划面积2.98平方公里，位于湖州市太湖南岸，以西山和
西山漾为中心环绕展开，按照“水漾西山田园慢城”的目标，
规划了“一碗水漾、九区公园”的结构。2015年被评为国家级
城市湿地公园。 

环保 PPP项目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PP projects 



    智慧建筑     新能源 

         虚拟电厂 

  能源服务 

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 

  环保产业 



打造清洁、环保、智慧产业新城  

智慧能源城市 

光伏电站                多能互补             智慧交通  

智能微电网             分布式能源             能源互联网 
 



            生态农场 
 
订单农业－生态养殖－食品加
工－清洁能源－有机肥料－有
机种植 
 
循环经济模式，不仅成为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化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和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蛋品工程中心     
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品牌鸡蛋全球水晶鸡蛋奖 
全球低碳经济典范： 
 
全球大型沼气发电技术示范工程,  循环
经济模式是中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
经济的重要代表，成为全球低碳经济
典范。 

生态农业  PPP项目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PP projects   



生态农业  金鸡产业扶贫 PPP项目案例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PP project case 

搭建政、银、企、科、农“五
位一体”扶贫产业平台，引导
贫困农户以土地入股、资金入
股、劳务入股等方式参与蛋鸡
养殖，构建起“公司+基地+贫
困户”资产性收益新型滴灌到
人到户扶贫模式。 

生态园占地1000亩，总投资3.75亿元
企业投资1.25亿元，政府农投公司2.5
亿元，扶贫资金5000万元， 租赁经
营15年，每年以移交资产总额2.5亿
元的10%向县牧业公司支付租金2500
万元，上缴利税1568万元，解决
1000人就近就业，带动1万人长效稳
定脱贫。 

变资源为资产、变资产为股金  
变农民为股东、脱贫不返贫 



特色小镇  低碳社区  

    都市农业与特色小镇的融合、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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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景：高科技改善人类生活，让天更蓝，生活更美好！ 

                 智慧城市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东旭集团简介 About TUNGHSU GROUP 

成立 

1997年 

总部  北京 
覆盖7大国内区域 

布局3个海外机构   

上市公司 
东旭光电（000413.SZ）

东旭蓝天（000040.SZ）

嘉麟杰（002486.SZ） 

全资及控股公司 

200余家 

产业布局 
光电显示   新能源  生态农业  资本控股     

总资产 

1300多亿元 
员工 

18000多人 



发展历程  Company history 
 



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绿色环保 
 城市运营 

高科技 生态农业 

金控 

核心业务 

（000040.SZ） （000413.SZ） 

 
（002486.SZ） 

 

嘉麟杰 

  东旭 
产业布局 
Business 
scope 
 

   Listed companies owned by the Group  

 

资本控股 



东旭光电为全球第四、中国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商，也

是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企业。从

2010年建成第一条生产线至今，东旭光电已建成投产液晶

玻璃基板生产线17条，涵盖了第5、第6代生产线，生产规

模国内首屈一指。 

高科技产业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玻璃基板 
 
5代线 
6代线 
8.5代线 
LTPS基板 
柔性显示材料 

高端显示材料 
 

盖板玻璃 

蓝宝石 

彩色滤先膜 

TFT偏光片 
 

高端装备 
 
面板装备 

基板装备 

智能制造 

 

新材料 
 

石墨烯技术研发 

石墨烯相关产品 

开发制造 

  显示材料 储能材料 

布
局 



技术创新 

全球少数几家掌握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及成
套装备生产技术的企业之一     
One of the few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at master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f LCD glass substrates 

and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 推出国内第一款可360度弯曲的环保型高铝硅酸盐超

薄盖板玻璃“王者熊猫”玻璃，填补了国内空白 
Pioneered in releasing China's first 360°-
bending environment-friendly high alumina 
content silicate ultra-thin panel glass—"Panda 
King" glass 
 

国内首次采用绿色环保的无砷配方，
玻璃基板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First adopter of environment-

friendly arsenic-free formula to 

make world-class glass substrate 

products 

国内率先将玻璃基板的厚度降至0.3mm级 
产品薄型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First Chinese company that produced 

<0.3mm thin glass substrate, a globally 

advanced technology 

 

                                                  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溢流下拉法和浮法两种生产技术的企业                                                      

The only manufacturer in China that masters both the overflow dragging and floating method 

 

高科技产业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2016年7月8日，东旭光电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发布世界首款石墨烯

移动电池产品——烯王，引发全球关注，掀起行业狂潮。 

作为石墨烯在能源领域的首款应用级产品，烯王的出现不仅有力推动了中

国石墨烯产业的发展，更奠定了东旭光电在中国乃至世界石墨烯应用领域

的领军地位。 

东旭光电发布全球首款 
石墨烯基锂离子移动电池产品 
TUNGHSU Photoelectric released the 
world's first graphene-substrate 
lithium ion mobile battery 

  创新成果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高科技产业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东旭企业文化
TUNGHSU's 
Company Culture 

       
    东旭集团            高级副总裁 
TUNGHSU GROUP     Senior Vice-President 

马 红 
Ms. Hong MA 

高效、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PPP 
Efficient, People-Orien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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