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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张剑群

沂州集团的产业进化

焦炭行业危机！

一吨二级冶金焦，前年的价格是

3000多元，去年的价格是 2000元左
右，而目前则跌落至 1300元上下。
“焦炭小弟”紧随“钢铁大哥”，步

入了漫长的寒冬。一家年产 160万吨
的焦炭厂，每天亏损 100 万元已不是
奇闻。积压、停炉、限产、降薪、裁员

……这些词语充斥着焦炭行业。

严寒之中总有花朵绽放。

年产焦炭 230万吨的沂州集团，
不但没有限产，而且正在加紧建设又

一条年产 130万吨的生产线；不但没
有降薪，最近还把员工的工资平均提

高了 22%；不但没有裁员，还引进了
30 名大学毕业生充实到一线技术岗
位。

自摘“王冠”
一举击溃 200家同行企业
临沂市罗庄区付庄镇，2000亩的

园区内，18条立窑水泥生产线连成一
片，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水泥立窑群。

这里，就是几年前的沂州集团。

它被中国水泥协会、《中国建材

报》纷纷冠以“中国立窑王”的桂冠，

产值、利润等曾位居全市工业企业的

“六个第一”，该市的其他 200家水泥
厂不敢望其项背。

正是在如日中天之时，沂州集团

突然宣布砸掉立窑群，建设先进的回

转窑生产线。当时，回转窑因投入大、

科技要求高，不仅临沂市没有，全国

的普及率也只有 25%，“立窑更符合
国情”的理论占据了主导。

砸掉老生产线要丢掉几个亿，建

设新生产线又要十几个亿———面对

争议和巨额的投入，沂州集团没有犹

豫。到 2010年，该集团年产 1000万
吨的 3条回转窑生产线依次投产。比
起立窑，新的回转窑污染物排放减少

了 50%，用工量减少了 80%，水泥质
量也大为提高。

由于成本低、质量好，沂州在临

沂城区建筑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

90%。在这种攻势面前，全市 200 家
水泥厂因工艺落后纷纷被淘汰出

局。沂州成为该市唯一的本土水泥

企业，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收回了全

部投入。

循环生产
把成本和排放降至最低

回转窑建设的前后，在沂州工业

园内，一个焦炭厂、一个热电厂和一

个建筑陶瓷厂相继落成。这些企业个

个是赢利大户，别的企业也这样去生

产，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得把

他们连起来，我用你的热，你吃我的

渣”———他们主动思变，设计了各环

节的循环生产。

焦炭生产是个牛鼻子。

他们把排放的浓烟即荒煤气搜

集起来，依次提炼生产出煤焦油、硫

铵、粗苯和净煤气。目前一吨焦炭

1300元，一吨粗苯则高达 7000多元，
坚挺的产品价格弥补了焦炭的低迷。

到净煤气这一关，不少企业就露

天烧掉了，因为反正已经有了前三种

收获。沂州集团则把净煤气一部分用

于自身炼焦，一部分制造甲醇，一部

分输送到陶瓷厂用来烧制陶瓷，一部

分输送到热电厂烧锅炉发电。特别是

用煤气烧制陶瓷，在全国同行业中还

是第一家。

焦炭厂、陶瓷厂、热电厂的下脚

料和废灰渣，又供应到水泥生产线成

为了混合材。水泥生产线窑头、窑尾

的余热，又被搜集起来发电，每年余热

发电有 2亿多度，每度成本只有 1毛
多钱，这些电再用于园区生产。另外，

热电厂的剩余蒸汽还被输送到办公区

和生活区，用来做饭、烧水、供暖。

焦炭生产自身有小循环，整个园

区形成了大循环，所有的烟尘、废渣、

余热得以内部消化。整个园区比传统

生产方式每年节约标准煤 80余万吨，
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污染。

眼下一条年产 80万吨的焦炭生
产线，有的企业一年要亏损上千万元，

而沂州却能盈利上亿元。

由“焦”到“化”
与世界强企发生“化学反应”

他们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又围绕

“化”字提高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

条。从荒煤气中提炼出的煤焦油、硫

铵、粗苯、甲醇等，只能算作粗化工产

品，不能面对市场终端，须进一步提

炼加工方能使用。比如，煤焦油和粗

苯，还以提炼出几百种成分，甚至是

药品。这个过程，就是精细化工，在各

个国家都属于高端领域。

在沂州焦化厂区的南邻，已初步

建成一个占地 300 亩的精细化工园
区，沂州集团、考伯斯、新日化、杰克

特集中在此，形成一个世界煤化工界

强者俱乐部，它们共用办公、后勤等

设施，很难分出彼此。然而，这只算是

它们之间的“物理关系”。重要的是它

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沂州集团参股

考伯斯 30%，杰克特参股新日化
10%，分别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时，它
们之间的分工又极为明确：一根管道

从沂州集团流出，将煤焦油供应到考

伯斯，考伯斯负责生产出碳素、粗萘

和软沥青等；管道继续下行，将软沥

青供应到新日化，新日化负责生产出

针状焦、炭黑和高 QI沥青等；最后杰
克特负责产品的销售。

他们称之为“一体化”的国际合

作模式，在当地和全国业界算得上是

新生事物。

为什么焦炭产业如此低迷，沂州集

团还要逆流而上新建生产线，成为全国

最大的独立型焦化企业之一？谜底就

是：利用炼焦生产出大量的煤焦油，用

来与国际巨头合作进行精细加工。

焦炭即将成为沂州集团的副产

品，而原来的化工副产品将扮演主

角。进入了这个领域和境界，沂州集

团将把普通焦炭企业远远抛在身后。

传统企业如何提升，沂州集团趟出了

一条路子，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

（作者系山东沂州集团董事长）

中国西电箱变产品
首次进入新清洁能源市场

近日，中国西电在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的新清洁

能源项目招标中，一举中标三个风电和一个光伏发电变压器

采购项目，共计 80台美式箱变和两台站用变，合同金额约
1790万元。这是中国西电首次在风电箱变站项目上中标，标
志着中国西电箱变产品正式进入了新清洁能源市场。

近年来，中国西电致力于装备电力、装备能源、服务社会、

造福人类的社会发展使命，紧紧抓住当今世界以新能源开发

利用为标志的能源产业革命，加大产业转型和产品结构调整

力度，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并将绿色、节能、智能作为技术发展

的重点，促进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自 2007年以来，中国西电
110kV、220 kV、330 kV 电力变压器以及 220 kVGIS 产品、
500kV 电抗器已相继进入国内风电、核电等新清洁能源市场，
屡屡实现零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垄断。

沂州集团在顺风顺水时，突然主动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方式；
当下焦炭行业进入寒冬之际，他们却勇敢地逆流而上———

野我们很看好土壤修复袁 这也是
我们重视环保产业的一个重要因

素遥 冶在2012 中国投资论坛间隙袁汉
能投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余翔这样

告诉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遥
野这个行业 袁 目前至少有 5000

亿元到 6000 亿元的市场容量遥 冶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广贺这样评

价目前中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市场价

值遥 随着美丽中国概念成为中国第
一概念袁 土壤修复产业将迎来井喷
式发展遥

投资热涌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

轩接受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采访时表
示袁我国土壤受污染面积大袁其中属
大中城市污染最为严重袁 有向小城
市转移的趋势袁 主要向农村地区转
移遥

数据显示袁 全国受污染的土壤
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 1/5 左右袁总
面积超过 2000 万公顷遥

野导致这种分布局面的原因在
于我国传统工业发展的历史遗留问

题及现阶段工业转移带来一系列的

危害遥 冶侯宇轩分析说袁在前期的工
业发展过程中袁 传统工业采取粗放
型生产方式袁忽略环境保护问题袁造
成了极大的污染遥 现阶段袁城市化发
展进程加快袁 大中城市容量接近饱
和袁工业开始向偏远地区转移袁野先污
染尧后治理冶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遥

ICIS 安迅思市场分析师惠慧告
诉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袁从化肥生产
和施用的角度看袁近年来袁向农田中
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袁 造成土壤污
染袁变成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遥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胡斌认为袁 节能环保领域与政策联
系紧密袁 同时也与百姓的生活息息
相关袁 所以这样的企业的生命力可
能会旺盛一些袁野它不是靠一时一刻
的东西袁 而是靠长期的市场需求所
带动的一些行业的机会遥所以袁我们
可能会更多地去关注这方面遥 冶

在侯宇轩看来袁 投资商看重土
壤修复袁 一方面由于我国土壤修复
行业刚起步袁还未形成产业化发展袁
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袁竞争压力较小袁
早期进驻该行业有一定优势曰 另一
方面袁 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
重视袁 城市化进一步推进需要更多
的土地资源袁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
峻袁这些因素催生了土壤修复行业遥

困局待解

早在 6年前袁环保部和国土资源
部联合开展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遥 从这个时间开始袁土壤修复业
进入人们的视线遥

但事实上袁野我国的土壤修复业
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袁研究成果基本
还停留在实验室袁未能形成产业化发
展遥 冶侯宇轩告诉记者袁土壤修复在发
展中遇到了瓶颈院一个是未能完全掌
握土壤污染的具体数据和分布范围曰
另一个是袁缺乏土壤修复方面的专业
人才曰还有就是袁采用国外技术和设
备导致成本居高不下遥 突破发展土壤
修复的发展瓶颈袁政府需加大对土壤
修复的重视袁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相
关企业袁同时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遥

在记者采访中袁企业普遍反映目
前野不缺技术袁缺的是资金遥 冶

野目前国内土壤修复产业发展仍
处于上升期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将修复成本和修复效果统一起来遥 冶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修复部

副总经理尧技术带头人易新建博士接
受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采访时说遥

野土壤修复工程的资金来源于中
央政府专项资金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和企业资金三部分袁但是在实施过程
中存在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落实较困

难尧企业资金不足等问题遥 冶易新建表
示袁公司自主研发的离子矿化稳定化
技术达到了国内的领先水平遥

同时袁野发展土壤修复业需要有
强烈的政策导向和法律要求能够执

行下去遥 现在要等着技术和政策两个
方面往前推进袁 如果有完美的技术袁
加上非常强的法律体系保障袁很多投
资商都将进行大的投资遥 冶余翔坦言遥

标准不统一袁 缺乏准入和监管资
质在业界普遍达成共识遥易新建告诉记
者袁目前袁场地修复后由地方环保局组
织专家组对修复场地进行评估和验收袁
缺陷在于土壤修复行业缺少统一的验

收标准可供专家组参考遥 因此袁需要政
府尽快完善土壤修复后的评估体系遥

叶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
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中规定袁污染场地在
土地使用方式和污染使用权变更时袁
污染场地负责人需对污染场地进行调

查尧评估尧治理和修复遥 评估部门通常
是专业研究所或者是相关企业遥 侯宇
轩直言袁 这些机构的评估结果科学性
不强袁可信度有限遥 改善这一机制袁政
府需要建立专门的专业评判机构袁制
定详细的评判标准和后期监督机制袁
从而实现土壤污染评判标准化实行遥

我国的土壤修复业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基本还停留在实验室，
未能形成产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政策助阵催热土壤修复产业

企业办事人员在北京工商官网完成登记数据信息的申报

并经工商干部审查通过后袁可直接在该网页进行预约操作遥目
前袁分局已完成开发尧测试袁将于近期择日上线运行遥相比当前
的电话预约方式袁网上预约具有以下特点院一是简化企业办事
人员的预约程序遥 二是提高企业办事人员的交件时间自由支
配度遥三是降低企业办事人员丢失预约凭据的风险遥四是确保
企业办事人员的履约率及政府窗口的资源利用率遥

服务业公众满意度专项调研揭晓

11月 18日袁由叶经济曳杂志社尧中国商报社尧中国贸易报
社尧全国商报联合会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市场调研
中心尧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联盟主办的野第三届全国服务业公众
满意度专项调研揭晓新闻发布盛典大会冶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新闻发布厅举行袁叶中国服务业企业专项调研报告曳渊2012卷冤
同期发布遥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在发言中对此次
大会进行了充分肯定袁 他表示公众满意度是衡量服务行业发
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袁 大会的召开对我国服务业的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安徽八企业入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1月 13日下午袁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在合肥市召
开安徽省第十九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与新闻媒体见

面会袁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尧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尧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尧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尧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尧安徽鑫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尧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尧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 8家企业入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袁比 2011年的 5家多出了
3家袁居全国第三位尧中部第一位袁创历年最好成绩遥

于夫画猫作品展在北京举行

近日袁由中国文化艺术家联合会尧中国书画导航网尧北京
泰和艺术沙龙尧 中国艺术人物网联合举办的于夫画猫作品展
在北京泰和艺术沙龙画廊举行遥 出席此次画展的有文化部巡
视员尧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黄河浪尧北京燕京书画院院长魏
连刚尧中国文化艺术家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姜乃军等遥此次画展
共展出画家于夫的猫作品 50余幅袁都是于夫的竞拍之作遥 于
夫笔下的猫形象生动袁点线间寻求动物的灵气袁浓淡中把握着
作品的层次袁将猫的生机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遥

工银瑞信首家获批设专项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首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批复袁允许设立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袁开展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袁 将包
括但不限于非上市股权尧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业务遥 据悉袁工银
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野专项子公司冶冤拟由工银瑞信
基金公司全资出资袁 工银瑞信董事总经理郭特华兼任专项子公
司董事长遥 作为国内首家成立的银行系基金公司袁截至 2012年
9月末袁工银瑞信资产管理总规模近 1500亿元遥

联想智能电视闪耀光博会

近日袁在第九届野中国光谷冶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现
场袁 联想集团携旗下 K 系列以及刚刚上市的 S系列智能电视
再度闪耀亮相袁一面巨大的野Lenovo牌冶电视墙成为众人瞩目的
焦点遥 光博会上袁由 100台联想智能电视组成的电视墙惊艳亮
相袁 带来的巨幅视觉冲击力让联想智能电视墙成为首日焦点袁
引发参观者领导的驻足和关注遥同时袁联想搭建了产品体验区袁
方便与会者零距离试用最新产品遥 在强大的 PC研发优势的保
障下袁联想智能电视优秀的产品体验获得在场体验者的好评遥

热泵行业十大品牌评选落幕

中国热泵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品牌评选要要要野热立方
杯冶2012年度慧聪网第五届中国热泵行业十大品牌评选颁奖
盛典近日在北京慧聪园上演遥其中袁广州德能热源设备有限公
司等荣获中国空气能热水器行业十大品牌袁 广东瑞星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德育等荣获中国热泵行业十大风云人

物遥 本次活动由慧聪热泵网尧慧聪太阳能网共同举办袁中山市
爱美泰电器有限公司(热立方直流变频空气能)全程总冠名袁广
东瑞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普瑞思顿空气能)赞助支持遥

郭二庄矿岁末绷紧“安全弦”

进入 11月下旬袁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工会解放思
想袁超前谋划袁采取强有力措施袁加大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力度袁
确保实现安全生产遥 郭二庄矿工会对年终最后一个多月的安全
工作进行详细安排和部署袁充分发挥群监员尧女工协管员作用袁进
区队车间宣传安全形势袁叮嘱职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遥 机关科
室每周一尧周五到各区队参加安全培训学习袁强化安全宣传教育袁
发挥工会网员的安全协管作用袁牢筑安全防线遥截至目前袁该矿安
全生产 2425天袁创建矿以来最长安全生产周期遥

海淀工商登记“网上预约”将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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