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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矍

本报记者 程中军

挖掘“城市矿山”
打造千亿再生产业“金字塔”

国务院关于《再生有色金属产业
发展推进计划》中提到，发展再生有
色金属产业，多次循环利用有色金
属，既保护原生矿产资源，又节约能
源、减少污染。

然而，我国资源能源过度消耗，
势必造成资源能源形势更加严峻。据
统计调查，如我国 GDP 增长率为
10.7%时，而同期火力发电量的增长
率却达到 15.1%。废旧金属回收利用
都处在小规模低技术状态，往往造成
再次污染。这种状况如不尽快转变，
势必产生资源能源难以为继和污染
更为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开采矿产资
源，目前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全国水
土流失面积达 356 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总面积的 37.08%。原生矿冶炼
造成的废渣污染、废气污染非常严
重。

再次，国际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2000年以后，我国石化燃料燃烧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序在美国
之后，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将面临巨
大的国际环境压力。因此，发展再生
循环经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再生循环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抓住了当前我
国资源相对短缺而又大量消耗的症
结，对解决我国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瓶
颈制约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发
展再生循环经济还将推动形成一批新
产业和新产品，对拉动内需、创造新的

就业岗位、解决民生问题具有全新的
“循环增长极”的辐射牵引作用。

为此，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循环经济促进
法》至今已经出台 3 年多，据记者调
查了解到，目前再生企业做强做大再
生循环经济蛋糕的信心满怀和势头
迅猛，但是，再生循环企业却碰到了
阵阵隐痛———价格到逼、税负过重、
国内外有色再生金属竞争不平等等

制约，急待“猛药良方医治”。特别是
根据我国发展铜铝再生能源的重要
性应纳入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是否按
国家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定制定
税收优惠政策加以鼓励？

对此，记者走访调研了梧州市进
口再生资源工加园区及年产 30万吨
再生铜项目建设单位广西有色再生
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赋屏及总经
理黄斌等负责人，这是全国最大再生

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区之一，将充分挖
掘“城市矿山”资源，打造千亿元再生
金属产业规模，该公司把打造“千亿”
产业战略，形象地比喻为打造“大飞
机”战略工程，即以 30 万吨再生铜为
飞机头，两个飞机翅膀代表产业上游
的矿产资源整合与再生资源体系建
设和下游延伸的建设深加工，对发展
再生金属循环经济具有全国龙头辐
射示范作用。

———来自梧州再生资源工业园区发展再生循环经济的报道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于 2008年 8月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可见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高效利用
和循环利用资源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国家发展有色再生金属产业潜力巨大，梧州市进口再生资
源加工业园区就是其中之一，该园区总投资150亿元，一期占地
4000多亩。园区以重点项目带动产业集聚，已经入驻31家企业，
重点推进年产30万吨再生铜冶炼工程建设投产，年产30万吨再
生铝冶炼工程已进入项目开工建设。两个深加工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销售收入152.6亿元，实现利税6.88亿元，每年可为国家节
约矿石开采量达7000万吨，将大大促进广西与珠三角地区的节
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梧州市副市长彭健铭在谈到该园区挖掘“城市矿产”打造
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时指出：园区规模大、起点高、基础设施
完善、管理规范、产业链完整，但是要让该园区成为全国再生金
属循环经济的示范基地并发挥龙头辐射作用，还需要国家及自
治区政府在项目立项、产业政策、土地指标、金融税收政策的大
力支持，才能打造不断增长的再生循环经济千亿产业的“金字
塔”。目前主要存在哪些困难亟待解决？一是进口废有色金属原
料政策法规不利发展。国际废金属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如中国
进口废金属需缴纳17%增值税，而其他主要废金属进口国家进
口废铜只有5%税负，进口废铝零税负，中国企业在国际废金属
市场与其他国家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未制定更加优惠的财税
政策、投融资、土地使用、增值税减免返还等扶持政策。

二是抗风险能力弱。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仍处于起步成长阶
段，抗政策调整风险能力弱。特别是由于有色金属价值较高、政
策调整没有缓冲期、废金属种类多成分复杂难以准确界定等原
因，政策调整往往给行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停滞。汇
率波动对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近几年，很少
出现的废金属价格国内外倒挂现象逐渐增多，给企业生产经营
带来不小困难。

三是未制定鼓励废金属进口、回收、利用等优惠政策。废金
属进口监管机制，通关手续，通关效率，未完善和统一。对废有色
金属进口没有给予一定幅度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削弱了企
业在国际废金属市场竞争力。

四是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有色再生金属企业的经营难度有所增加。国际国内有色金属市场
价格倒挂现象持续时间较长，对废旧金属进口造成了一定影响。

因此，梧州进口再生资源加工业园区及其产业想要快速发
展起来，必须在近阶段对以上不利因素加以分析，化解不利因
素，多方面取得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特别是国家税收上的减免
返还、金融融资上的大力支持。

2006年中国上调精炼铜出口关税，意味着在进口铜原料无
政策限制的同时，精炼铜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政策制约，在中国
“铜”进出口贸易中，铜冶炼企业共同面临“只能进，不能出”的窘
境。这样进口也处于了较为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属于缺铜大
国，需要大量进口铜原料；另一方面，企业要冒着亏损的经营风
险进口铜精矿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2010年，国内外的铜价就一直处于倒挂的位置，外高内低；
而出口产品价格正挂，外低内高。

2011年开始延续了这种状态。特别是出现了 3月 11日日
本大地震事件，更是加速铜价的下跌。国内出现“淡季不淡，旺季
不旺”的市场情况，因此生产企业对进口原料的时间选择没有明
确需求，基本是按照年初制定的生产需求计划进行原料进口。原
料采购原则就是，国内原料为利润源泉，进口原料为控亏根本，
加大国内原料最大力度采购的政策，控制进口原料采购量。

相对于西方国家完备的循环经济税收制度以及我国所面临
的严峻的环境、资源状况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现
行税收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调节的
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偏低的。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在促进循环
经济发展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现行税收政策对发展再生
循环经济仍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利用再生资源（废旧物资）的企业原材料成本较低，增值
额比重大，而增值税是对产品增值额部分征税，以再生资源（废
旧物资）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最终产品同以原生资源生产的
产品适用同一税率，利用再生资源（废旧物资）就要负担更高的
增值税税负，这对发展循环经济是极为不利的。

2、生产企业利用再生资源（废旧物资）生产的产品按 17%的
税率缴纳增值税，购进废旧物资只能按收购金额 10%计算抵扣
进项税额，制度本身就增加了废物综合利用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2011年中国国内所有铜冶炼企业的“高价进口原料，低价销
售产品”现象严重，按年初伦敦市场价格测算，每进口一吨铜，至
少产生 3300元的亏损。

今年国家对再生金属产业的支持和鼓励力度不断加大，已
经把再生金属作为节能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十二
五”期间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再生金属产业的发展加以引导
和扶持。但是，价格倒挂目前税收政策已经成为了再生行业之
痛，影响到了正规企业的生产经营，亟待得到国家的重视与解
决，再生循环企业不断呼吁，国家应该利用税收调控杠杆，减免
一定的税负，首先得让再生循环经济企业活下来，放水养鱼，企
业没有利润何谈发展循环经济。

铝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可制成
各种铝合金，广泛应用于飞机、汽车、
火车、船舶等制造工业。此外，宇宙火
箭、航天飞机、人造卫星也使用大量的
铝及其铝合金。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以去年 8
月为例，中国铝土矿进口 385.15万吨，
7 月进口了 374.31 万吨，环比上涨
2.9%，同比上涨 54.94%，1—8月份进
口总量达 2829.52 万吨，同比上涨
45.62%。

铜是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有色
金属，被广泛地应用于电气、轻工、机
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领域，
在我国有色金属材料的消费中仅次于
铝。

我国是一个铜矿资源贫乏的国
家, 自产铜矿只能满足需求的 20%—
30%,铜资源的开发远远满足不了冶炼
的需求。据海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
从智利进口的铜精矿占比依然居于首

位，但是由于智利铜矿今年接连受到
工人罢工及恶劣天气打击，致使其占
比出现了 5.89%的下滑。我国铜消耗量
占全球总量的 1/5左右,是全球最大的
现货铜精矿买家。

我国的有色再生材料，大部分依
赖进口，而国际市场再生金属原材料
的竞购愈来愈激烈。印度、东南亚这些
国家的进口相关税收等政策较为宽
松，优势不断增加，成为我国的直接竞
争对手。

与开发利用原生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相比，2011年 1—9月，我国有色再
生金属相当于实现节能 1297.6万吨标
煤、节水 10.5亿立方米、减少固废排放
9.1亿吨、减少 SO2排放 29.2万吨，有
效地促进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节能减
排。

李赋屏向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以铜冶炼为例，原生铜的能耗为
1444kg标准煤/t，再生铜的能耗约为

318kg 标准煤/t，仅为原生铜能耗的
22%。以再生铝为例，新建电解铝企业
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为 1850kg 标准
煤/t。再生铝合金能耗为 106.82kg标准
煤/t，约占新建电解铝企业能耗限额准
入值的 5.77%。再生金属大幅度减少了
废水废气的排放，固体废物则几乎实
现了零排放。发展再生金属循环经济
不仅节约资源，而且减少了排放，同
时，还为节约国家金属原矿资源，保持
水土不流失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发
展再生金属循环经济应纳入国家战略
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再
生循环经济产业非常重视，郭声琨书
记和马飚主席以及梧州市委、市政府
领导多次到工业园区考察调研，鼓励
和支持工业园区打造产值超千亿元有
色再生产业的发展战略，即年产再生
铜、再生铝将达到 30万吨以上，年产
再生锌 20万吨以上以及延长有色再

生金属加工产业链，着力打造国内再
生金属产业的龙头企业及国家循环经
济示范工业园区；并以再生金属产业
的发展促进梧州矿产资源整合。

广西有色再生金属公司将依托进
口及国内再生资源，重点发展再生铜、
再生铝、再生铅、再生锌冶炼及深加工
以及金银综合回收等五大业务板块。

在项目推进上，该公司以超出常
规、不等不靠、多点开花的方式全面推
进，创造了“有色再生”的发展速度，仅
一年多的时间，项目已经开始投产试
销，今年将实现产值超 100亿目标，5
年内将实现产值超千亿目标，这是一
个有发展强大后劲的企业，速度、规
模、效益显而易见。

记者认为，再生金属产业是国家
未来发展的重点朝阳产业，从战略物
质贮备的高度以及从参与国际竞争的
优势来说，应该纳入国家战略地位，为
再生资源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矿产博士出身的广西有色金属集
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广西有色再生金
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赋屏，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谈到废旧金属再利
用时说：“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地
区人们称那些富含锂、钛、黄金、铟、银、
锑、钴、钯等稀贵金属的废旧家电、电子
垃圾为‘城市矿山’。废旧铜铝更是在
生产、生活中比比皆是，各种含量高达
90%以上，每一个家电产品从销售出去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再生循环经济
的原材料，它可以创造无限产品，还可
以无限创造产品。日本从废旧家电中回
收芯片，然后从中提取铂金、黄金，其中
1吨芯片中可以提取 600克黄金，而天
然的金矿只要 1吨矿中有含 1—2克黄
金就有开采价值，这么一比，废弃芯片
这座‘金矿’，简直是富得惊人，可是，我
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再生能源挖
掘潜力巨大和它的重要性”。

据了解，我国废旧家电、电子垃圾
处理产业已存在相当长时间，但以小作
坊、个体户形式存在为主，而正规的大
型回收再生企业往往收不到废旧金属
材料，就如隔山打虎———挨不着。他们
为求短期利益，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
泡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随意排
放废气、废渣、废液，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

现在回收主要来源就是银行、政府机
关以及海关、工商局没收的罚没产品，从普
通居民手中回收的比例非常之小。

在提炼废旧产品方面，我国开始进
行再生循环经济的“圈区管理”，梧州市
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就是其中之一，设置
企业准入制度高门槛集中进行回收提
炼处理监督管理，从而避免资源浪费和
再次污染。

广西有色再生金属公司总经理黄
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感叹
地说，在立项建立梧州市进口再生金属
加工园区的时候，官方和民间就有不同
的声音，认为那么多“洋垃圾”进入梧州，
将给梧州带来环境污染。须不知“金属洋
垃圾”不同于其他“洋垃圾”，在国家层
面，金属是一种战略物质，是可以有效循
环利用“垃圾”中的宝贝，冶炼能耗相当
于传统冶炼方式的 22%，且不会造成对
环境的污染。通过现代化机器设备加工
处理根本不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排
放，反而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再生
资源循环产业化理应得到全社会支持。

实现整个社会各种资源的回收再
利用，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再
生循环经济技术要发展外，更需要法律
政策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再
等几年，我国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报废
率将越来越高，还需要早日举起“ 头”
早规划早建设大型回收企业渠道，不要
等我国这座富比金山的“城市矿山”资
源白白的流入到资源匮乏的国家去，我
国自己还在不断开采原生矿满足需求，
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污染问题。

再生循环经济作为国家鼓励的重要资源产业，它的发展
形势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大致有以下几点 :

一是缺乏足够的经济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差，不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市场需求，
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二是没有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使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推广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再生能源技术运行成本低，但初始投
资高，需要稳定有效的投融资渠道予以支持，并通过优惠的投
融资政策降低成本。

三是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可再生能源工业体系，研究开发
能力弱，制造技术水平较低，关键的设备仍需进口，一些相对
成熟的技术尚缺乏标准体系和服务体系的保障。

四是进出口税率政策没有调整，企业负担沉重的税收。
五是国际储备和商业储备制度尚未完善，使有色金属市

场价格已低于或接近生产成本，市场供求矛盾得不到缓解，企
业流动资金困难。

六是信贷支持力度低，没有建立完整的信贷规模体系。
再生循环经济企业要在逆势中崛起迎战，必须发挥超常

思维以积极主动策略应对国际国内风云变化，对上述困难要
有足够的认识和举措，国家层面上应加大力度进行扶持，通过
技改、税收调整、专项资金扶持、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同时要加强内外部风险管理控制，变不利为有利，拿出铁
军精神，打一场国际大环境趋劣的硬仗。

早开良方：

价格倒挂急需税收杠杆调控

逆势迎战：

直面再生循环经济的困难

敢抡铁锤：

打造千亿再生产业“金字塔”

隔山打虎：

挖掘“城市矿山”应早举“ 头”

登高望远：

再生能源应纳入国家战略地位

自治区党委书记
郭声琨到公司项
目现场视察

梧州市委书记刘志勇在 30万吨再生铝开工仪式上讲话

针矍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